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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审查委员会得到了各缔约国、联合国专门机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给予的

宝贵支持。委员会尤其感谢曾接受过委员会采访的以下人员： 

世卫组织处理具有健康和人道主义后果的疫情和突发事件工作咨询小组主席兼联

合国秘书长埃博拉问题特使 David Nabarro 博士；非洲媒体驻日内瓦记者 Catherine 

Fiankan-Bokonga 女士；非洲联盟社会事务专员 Mustafa Sidiki Kaloko 博士；比尔和梅琳

达·盖茨基金会监测和流行病学主任 Scott Dowell 博士；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多边

伙伴关系副主任 Steve Landry 博士；英国航空公司卫生服务处长 Elizabeth Wilkinson 博

士；布鲁塞尔航空公司卫生、安全和环境经理 Sophie Van Zaelen 女士；亚特兰大疾病控

制和预防中心全球健康保护部首席副主任 Kashef Ijaz 博士；DRBC 咨询公司总裁 Dennis 

Brodie 先生；国际与发展问题研究所全球卫生规划主任兼埃博拉中期评估小组成员 Ilona 

Kickbusch 教授；欧洲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监测与应对支持处处长 Denis Coulombier 博

士；乔治城大学奥尼尔国家和全球卫生法研究所主任 Larry Gostin 教授；疫苗和免疫全

球联盟首席执行官 Seth Berkley 博士；抗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执行主任 Mark 

Dybul 博士；全球卫生安全议程主席兼芬兰卫生部常务秘书 Päivi Sillanaukee 博士；芬兰

卫生部全球卫生安全议程联络人 Outi Kuivasniemi 博士；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指导

委员会主席 Ray Arthur 博士；几内亚卫生部抗埃博拉国家协调员 Keita Sakoba 博士；埃

博拉问题《国际卫生条例》突发事件委员会副主席兼苏黎世大学世卫组织旅行者健康问

题合作中心流行病学、生物统计学和预防研究所 Robert Steffen 教授；中东呼吸综合征

冠状病毒问题《国际卫生条例》突发事件委员会主席兼澳大利亚卫生部首席医官 Chris 

Baggoley 教授；加拿大魁北克国立公共卫生研究所助理专家 Alain Poirier 博士；国际航

空运输协会医学顾问 Claude Thibeault 博士；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航空安全实施工作主任

Michiel Vreedenburgh 博士；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西非业务协调员 Martin 

Schueepp 博士；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援助部医生 Zaher Osman 博士和卫生处

处长 Esperanza Martinez 博士；国际制药厂商和协会联合会助理总干事 Brendan Shaw 先

生；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卫生与护理事务主任 Julie Hall 博士；国际移民组

织移民卫生紧急行动处处长 Teresa Zakaria 博士和卫生官员 Kolitha Wickramage；国际救

援中心政府服务处（亚太、中东和非洲）区域医务主任 Craig Stark 博士；沙特阿拉伯王

国卫生部预防医学助理副部长兼《国际卫生条例》国家联络人 Abdullah Al Asiri 博士；

利比里亚卫生部疾病预防和控制司司长 Thomas K. Nagbe 先生；全球埃博拉应对问题独

立专家团主席兼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全球卫生问题主任和教授 Peter Piot 博士；无国

界医生组织突发事件协调员 Rosa Crestani 女士；新德里电视台科学编辑 Pallava Bagla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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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规划支持和管理司副司长 Paul Spiegel；加拿大公共卫生

署副首席公共卫生官员兼传染病预防和控制部门助理副部长 Theresa Tham 博士；罗伯

特·科赫研究所所长 Lothar Wieler 教授和副所长兼生物威胁和特种病原体中心主任 Lars 

Schaade 博士；路透社资深记者 Stephanie Nebehay 女士；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

宫）全球卫生安全中心主任兼高级研究员 David Heymann 博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卫生

与创新资金供应小组组长 Douglas Webb；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民事与军事协调司

政策和计划处处长 Ingrid Nordström-Ho 女士；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全球灾害预警

和协调系统秘书处首长 Thomas Peter 先生；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业务司司长 John 

Ging 先生；联合国秘书长全球应对卫生危机高级别评估小组秘书处主任 Ramesh 

Rajasingham 先生；多伦多大学 Dalla Lana 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 Arlene King 博士；科学

记者兼美国对外关系理事会高级研究员 Laurie Garrett 博士；世界银行卫生、营养和人口

全球实践司高级司长Tim Evans博士；世界粮食计划署航空服务局质量保证处处长 Sharif 

Georges 先生；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和商品司高级顾问 Gretchen H. Stanton；世界贸易组织

退休高级经济学家 Rudolf Adlung；以及减少灾害风险问题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 Robert 

Glasser 博士。 

以下各方对开放式电子协商调查作出了答复： 

下列国家驻联合国的代表团：阿根廷、柬埔寨、哥伦比亚、丹麦、法国、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拉脱维亚、老挝、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墨西哥、蒙古、黑山、荷兰、巴基

斯坦、秘鲁、俄罗斯联邦、新加坡、斯里兰卡、乌干达、委内瑞拉和越南；政府间组织：

亚洲开发银行、澳大利亚医学协会；以及非政府组织︰管理科学促进健康协会、拯救儿

童基金、国际医疗团和非洲现场流行病学网络。 

此外，世卫组织总部秘书处以及各区域的以下人员向委员会提供了意见： 

Sylvain Aldighieri, Ala Alwan, Roberta Andraghetti, Bruce Aylward, Philippe Barboza, 

Mohamed Belhocine, Ties Boerma, Sylvie Briand, Gian Luca Burci, Stella Chungong, Patrick 

Drury, Daniel Epstein, Florence Fuchs, Keiji Fukuda, Erika Garcia, Alex Gasasira, Gregory 

Härtl, Thomas Hofmann, Anne Huvos, Hamid Jafari, Edward Kelley, Daniel Kertesz, 

Marie-Paule Kieny, Florimond Tshioko Kweteminga, Ailan Li, Daniel Menucci, Rebecca 

Matshidiso Moeti, Ezzeddine Mohsni, Roderico Ofrin, Bardan Rana, Guenael Rodier, 

Ibrahima Soce-Fall 和 Zabulon Yo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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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委员会感谢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副总干事阿纳菲·阿萨莫阿-巴阿博

士、执行主任 Ian Smith 博士和司长 Isabelle Nuttall 博士对审查委员会工作给予的积极支

持。 

此外，委员会还要感谢世卫组织秘书处在这方面提供了投入的以下人员：Fernando 

Gonzalez-Martin, Dominique Metais, Jakob Quirin, Bruce Plotkin, Cecilia Rose-Oduyemi, 

和 Steve Solomon。审查委员会尤其希望感谢委员会秘书处。《国际卫生条例》审查秘

书处由 Rudiger Krech 和 Guenael Rodier 领导，并包括 Marie-Isabelle Asencio, Mary 

Chamberland, Nathalie Chambonniere, Carmen Dolea, Silvia Ferazzi, Priya Joi, Gilles 

Poumerol, Magdalena Rabini, Veronica Riemer, Alexandra Rosado-Miguel, Veronica Sawin

和 Franziska Schu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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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卫生条例（2005）》于 2003 年制定，当时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

使世界突然意识到，现实情况是全球化意味着加大了公共卫生威胁在国际上迅速传播的

风险。各缔约国在 2005 年通过了《国际卫生条例》，在保护公共卫生方面向加强全球

团结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2009 年的甲型 H1N1 流感大流行是对经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的第一次重大考验，

当时许多国家仍处在《国际卫生条例》的早期实施阶段。初步的实施工作帮助各国和世

界卫生组织防范和应对了这次流感大流行。但是，在 2011 年的报告中，《国际卫生条

例》审查委员会坚持认为迫切需要更积极地实施《国际卫生条例》，确保各国能够迅速

发现公共卫生风险，向其它缔约国和世卫组织通报信息，并利用世卫组织以及卫生和人

道主义部门其它重要利益攸关方提供的指导来决定适当的应对措施。 

尽管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和脊灰作为重大事件受益于《国际卫生条例》之下的

协调工作，但西非埃博拉疫情是对经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的第二次重大考验。审查

委员会谨慎地考虑了造成全球反应失败的因素究竟是《国际卫生条例》本身的缺陷，还

是《国际卫生条例》实施方面的欠缺。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国际卫生条例》的文本

是可靠的，需要予以实施，而不是修订。委员会认为埃博拉危机明显证实早先的评估，

即“世界没有作好准备，以便应对全球性、持续和威胁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
 

以前曾提出过改进《国际卫生条例》实施工作的建议。审查委员会注重于确保这套

新的建议具有实用性，足以促使改进《国际卫生条例》的实施工作。这些建议综合了显

而易见的情况（例如需要有充足的资源和资金供应以便履行《国际卫生条例》的义务），

以及创新的内容（例如促进预警、改进决策和更恰当地发起应对措施的机制）。 

如果我们真正要使世界有能力在未来防范和迅速作出有效反应，就必须把实施《国

际卫生条例》作为一项重点，处理全球应对工作中迄今内在的不公平现象，并加强世卫

组织秘书处在协调和支持实施《国际卫生条例》方面的作用。 

                                                 
1 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审查委员会关于与 2009 年甲型H1N1 流感大流行有关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

实施情况的报告。总干事的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1 年（A64/10）（(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 

WHA64/A64_10-en.pdf?ua=1)。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20WHA64/A64_10-en.pdf?ua=1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20WHA64/A64_10-en.pdf?u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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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已知病原体或新发疾病造成的全球公共卫生威胁，都是真实和潜在的紧急危

险。埃博拉灾难产生的唯一安慰是它激发世界开始分析失败原因并确保在下次全球健康

威胁出现时有更充分的准备。危机产生了困难，但也产生了机会。 

审查委员会认为，应当开展的许多工作必须迅速完成。埃博拉对更充分防范下次的

全球健康威胁产生的推动力很可能不会长期存在。埃博拉使太多的人失去了生命。世界

对这些人负有责任，必须确保尽一切可能防止再次发生这种可避免的灾难。 

Didier Houssin（主席） 

Karen Tan（副主席），Helen Rees（报告员） 

Salah Al Awaidy, Preben Aavitsland, Hanan Balkhy, Marion Bullock DuCasse, Rupa 

Chanda, Supamit Chunsuttiwat, Thomas Cottier, Andrew Forsyth, John Lavery, Louis 

Lillywhite, Brian McCloskey, Babacar Ndoye, Samba Sow  

《国际卫生条例》审查委员会 

2016 年 3 月 

瑞士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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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1. 2013 年 12 月在西非开始的埃博拉疫情是有记录以来该病最大规模的流行，在受打

击最严重的国家造成了很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以及相当大的经济影响。埃博拉病毒病在

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造成 11 000 多人死亡，影响到另外七个国家，并远远超出

了国家和全球应对能力的限度。这次突发事件涉及众多民间和人道主义组织的参与，导

致部署了来自若干国家的外国武装部队，并产生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联合国突发卫生事件

特派团——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埃博拉彰显了一个事实，即我们在面对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时，仍未做好准备。 

2. 在针对埃博拉的全球应对工作中，出现的失误与 2009 年应对甲型 H1N1 流感大流

行期间记录的失误相同，其中突出地显示《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业务机制和战略

框架存在缺陷，而《条例》的职能是要加强保护公共卫生的全球团结。《国际卫生条例》

在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之后于 2007 年 6 月生效，是旨在预防和应对疾病国际传

播并同时避免对交通和贸易造成不必要干扰的全球法律协议。《条例》对缔约国1和世

界卫生组织具有法律约束力。《条例》规定缔约国有明确的义务评估、加强和维持开展

监测、风险评估、报告和应对工作的核心能力，并为世卫组织规定了全球领导作用。2011

年 5 月发表的《国际卫生条例》运作情况第一次审查报告说，虽然《国际卫生条例》提

供了针对全球突发卫生事件的可行做法，但在全球防范方面仍然存在严重的失误。埃博

拉疫情的严重程度和漫长的持续时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国际卫生条例》的运作提出

了进一步的挑战，现在必须考虑确保符合实际和实用的前进方向以便进一步加强《条例》

的实施工作。 

3. 在 2015 年 5 月，第六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要求世卫组织总干事建立一个审查委员

会，检查《国际卫生条例》在埃博拉疫情和应对工作中的作用，具体目标如下： 

 在预防、防范和应对埃博拉疫情方面，评估《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有效

性，并尤其侧重于情况通报和相关的激励措施、临时建议、额外措施、宣布国

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家核心能力、紧急情况应对框架的背景和联系

以及本组织的其它人道主义责任； 

                                                 
1 缔约国是根据世卫组织《组织法》和《国际卫生条例》受《国际卫生条例》制约的国家。目前有 196 个缔约

国，其中包括世卫组织的所有 194 个会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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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 2011 年上一个审查委员会建议的实施情况以及对当前埃博拉疫情的相关

影响； 

 建议采取步骤，改进《国际卫生条例（2005）》（包括世卫组织应对工作）的

运作、透明性、效率和效益，加强对今后具有健康后果的突发事件的防范和应

对，并为此类步骤提出时间安排。 

调查结果和结论 

4. 审查委员会与范围广泛的人员进行了面谈，包括在埃博拉应对工作、更广泛的《国

际卫生条例》实施和运作问题以及参与紧急反应的各机构间关系方面具有相关背景和经

验的人。对有关文件和报告进行的分析支持了这方面的证据，充实了委员会的讨论和影

响委员会各项建议的关键主题演变情况。 

审查委员会确认了以下关键主题： 

 埃博拉应对工作中的失误并不是《国际卫生条例》本身的缺陷造成的，而是由

于《国际卫生条例》实施工作的欠缺。 

 充分实施《国际卫生条例》必须成为所有国家的紧迫目标，因为这是提高全球

公共卫生防范能力和加强世界人口安全性的集体手段。 

 但是，没有显著更多的资金供应，就不能充分实施《国际卫生条例》，而且尽

管任务很迫切，但由于许多缔约国需要作出系统的改进，所以也不能在很短的

时间框架内充分实施《国际卫生条例》。 

 与社区、在国家间、区域内、与发展组织和援助组织以及与世卫组织结成伙伴

关系，对实施《国际卫生条例》和提高全球公共卫生防范和应对能力至关重要。 

 不应当把《国际卫生条例》的实施看作为一个进程的终点，而是看作为公共卫

生防范工作持续改进的循环周期，其中把发展和维持《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

力融入加强基本卫生系统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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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际卫生条例》仍然是一个重要和宝贵的国际法律框架，对今后应对公共卫生威

胁的工作提供了支持。委员会的结论是，不需要对《国际卫生条例》文本进行修订。最

重要的优先事项是要迅速改进《国际卫生条例》的实施，所以审查委员会注重于制定创

新和现实的建议以推动改进。 

6. 各国需要根据其承诺，承认《国际卫生条例》，将其作为优先重点，并充分实施核

心能力，包括有效监测、发现和应对方面的能力。审查委员会注意到，许多国家尚有待

达到核心能力目标；将需要增加资金供应以及国家与发展机构之间的合作。在世界上许

多资源贫乏国家中（包括受埃博拉疫情打击最大的国家）加强《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

力，必须与整体上加强卫生系统的工作同时进行。在埃博拉突发事件期间，缔约国对《国

际卫生条例》要求的遵规程度极低，包括在及时通报和信息共享方面。全球社会应对重

大健康威胁的能力将取决于我们加强《国际卫生条例》这一基本组成部分的能力。 

7. 审查委员会的结论是，必须在所有国家中把实施《国际卫生条例》作为优先重点，

并制定和推行全球战略改进总计划。该计划必须得到充分的资源并在取得实施进展的迫

切需要与许多国家将需要技术和资金支持才能取得进展的现实情况之间达到平衡。委员

会认为该计划必须在最初三年内使《国际卫生条例》实施工作取得显著改进，但可能需

要 10 年才能使卫生系统得到必要的加强。 

8. 委员会建议，战略改进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必须是评估、行动和再评估的循环周期。

委员会认为世卫组织在促进这一循环周期方面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利用世卫组织《国际

卫生条例》监测和评价框架开展独立的外部评估，将为该过程增添相当大的建设性价值。 

9. 审查委员会注意到世卫组织与各国及其它主要利益攸关方紧密合作在领导、协调和

确保地方、区域及全球实施工作方面的关键作用，建议加强世卫组织的能力以便发挥该

作用。 

10. 委员会认识到《国际卫生条例》在各国必须是，并被看到是公平的，而且所有国家

都必须同样致力于全面遵规，包括不实施超越世卫组织的建议并且对报告公共卫生事件

国家不利的措施。 

11. 《国际卫生条例》是保证保护世界人口不受公共卫生威胁影响的集体手段，但必须

集体致力于实施工作，才能提供这种集体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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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2. 我们的建议分两组进行组织：(i)确保根据新的提案实施《国际卫生条例》的战略（建

议 1-6）；以及(ii)通过加强实施《国际卫生条例》的现有做法，改进《国际卫生条例》

的运作（建议 7-12）。以下标题式建议附有针对世卫组织、缔约国及其它利益攸关方的

具体建议。 

1. 实施而不是修订《国际卫生条例》 

现在开启《国际卫生条例》修订程序，既没有必要，也不会产生效益。 

2. 制定全球战略计划，提高公共卫生防范和应对能力 

世卫组织秘书处应当与缔约国及其它主要利益攸关方一起，带头制定提高公共卫生

防范能力的全球战略计划，确保实施《国际卫生条例》，尤其是要确立和监测核心能力。

全球战略计划应当充实区域办事处和国家计划的制定工作。 

3. 资助《国际卫生条例》的实施工作，包括支持全球战略计划 

世卫组织、各缔约国和国际发展伙伴应当迫切致力于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上提

供经济支持，促进全球战略计划的成功实施。 

4. 提高对《国际卫生条例》的认识，并重申世卫组织在联合国系统内实施《国际卫生

条例》方面的领导作用 

通过指定倡导者，可以在联合国系统内提高对《国际卫生条例》的了解和认识。应

当重申世卫组织在领导和管理《国际卫生条例》实施工作方面的重要作用。 

5. 引进和促进对核心能力进行的外部评估 

得到外部评估补充的《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力自我评估被认可为监测和加强《国

际卫生条例》实施工作的最佳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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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改进世卫组织的风险评估和风险通报 

由世卫组织设立一个常设咨询委员会，主要目的是定期审查世卫组织的风险评估和

风险通报；采用新的风险类别创建需要采取具体后续工作的中间警报级别，名称为国际

公共卫生警报；以及制定经更新的沟通战略。 

7. 提高遵守额外措施和临时建议要求的程度 

各缔约国应当确保它们实施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符合《国际卫生条例》。因此，世

卫组织应当提高各缔约国所采用额外措施的透明度以及临时建议的公开性，与国际旅行

和贸易组织形成伙伴关系，并与其它相关私立部门利益攸关方交往。 

8. 加强《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 

《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应当是有足够具备经验、专门技术和资历的人员的

中心，并应当获得必要资源（行政、后勤和资金）的支持，以便履行规定的所有协调和

沟通职能，以及缔约国指定的任何其它职能。 

9. 优先考虑支持最脆弱的国家 

世卫组织必须优先考虑支持在资源极为贫乏、处在冲突中或被认为脆弱的国家确立

核心能力和发现公共卫生风险。 

10. 在加强卫生系统的工作中强化《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力 

世卫组织和各缔约国应当确保加强卫生系统的所有规划都特别涉及到《国际卫生条

例》核心能力。 

11. 改进公共卫生与科学信息和数据的快速共享 

世卫组织倡导公开共享关于公共卫生风险的信息，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把关

于全球数据共享规范的指导扩大到包括生物标本和基因序列数据。 

世卫组织和各缔约国应当确保标本和序列数据的共享与利益的共享之间在平等的

基础上达成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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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加强世卫组织实施《国际卫生条例》和应对突发卫生事件的能力和伙伴关系 

通过秘书处的改革和更牢固的伙伴关系以及缔约国及其它主要利益攸关方显著更

多的资金支持，可以加强世卫组织实施《国际卫生条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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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和背景 

1.1 《国际卫生条例》的简要历史 

1. 保护人民的健康与福祉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全球社会经常面临新出现和重现的传染

病威胁、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出现和传播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以及有效药物和疫苗研制

工作滞后的情况、造成必要基础设施崩溃和大规模跨境移民的国内冲突、疾病通过范围

广泛的国际旅行和贸易网络快速传播的潜力、不断变化的天气和气候模式、具有重要健

康影响的自然灾害的发生、生物因子和放射性物质的有意或无意释放。 

2. 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全球卫生安全的概念并不是新的概念，数百年之前为预防黑死病

在国际上传播而采取的措施就是证据。世卫组织和《国际卫生条例（2005）》1的起源

都是以这一基本概念为基础的。最初在 1800 年代中晚期召开的国际卫生会议形成的协

议力图通过隔离措施减少霍乱、鼠疫和黄热病在国际上的传播，并同时尽量减轻对国际

贸易的影响2
 

3。在世卫组织于 1948 年成立之前，国际卫生局（泛美卫生组织的前身）

和万国联盟卫生组织等机构确立了其它必要的公共卫生职能，例如对一些疾病的监测和

通报4。第四届世界卫生大会在 1951 年通过的《国际卫生条例》以及《国际卫生条例

（1969）》是《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直接前身。 

3. 2003 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令人震惊的传播以及与卫生、交通运输和经济的相

关影响大力推动各缔约国5加快修订和通过《国际卫生条例（2005）》，作为管理公共

卫生威胁的框架。作为 10 年复杂编写和谈判工作的产物，本战略是对所有缔约国和世

卫组织具有约束力的两份法律文书之一。经修订的《条例》范围超越传染病，包括范围

广泛的现代公共卫生风险（起源于生物、化学或核辐射的风险）。 

                                                 
1《国际卫生条例（2005）》。第二版。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08 年（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 

9789241596664/en/）。 
2 Clift C。世界卫生组织在国际系统中的作用。治理问题工作小组：文件 1。见：全球卫生安全中心工作小组

文件。伦敦，查塔姆宫，2013 年 2 月（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files/chathamhouse/public/Research/Global% 

20Health/0213_who.pdf）。 
3 Plotkin BJ, Hardiman M, Gonzalez-Martin F, Rodier G。传染病监测和《国际卫生条例》。见：M'ikanatha NM, 

Lynfield R, Van Beneden CA, de Valk H 合编。《传染病监测》，2008 年（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book/10.1002/ 

9780470692097）。 
4 同上。 
5 缔约国是根据世卫组织《组织法》和《国际卫生条例》受《国际卫生条例》制约的国家。目前有 196 个缔约

国，其中包括世卫组织的所有 194 个会员国。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209789241596664/en/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209789241596664/en/
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files/chathamhouse/public/Research/Global%25%2020Health/0213_who.pdf
https://www.chathamhouse.org/sites/files/chathamhouse/public/Research/Global%25%2020Health/0213_who.pdf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book/10.1002/%209780470692097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book/10.1002/%209780470692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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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际卫生条例（2005）》有两个总目标（第二条）：第一，加强国家的防范和能

力，使它们能够积极主动地尽早发现、评估、报告和应对紧急公共卫生威胁；第二，提

出义务和机制，“以针对公共卫生危害、同时又避免对国际交通和贸易造成不必要干扰

的适当方式，提供应对疾病国际传播的公共卫生措施。”实施《国际卫生条例》是 196

个缔约国和世卫组织的共同责任。 

5. 《国际卫生条例》于 2007 年 6 月生效以来，多次公共卫生事件检验了其业务机制

和整体战略框架1。总的说来，已证实《条例》是尽早发现和有效应对可能引起国际关

注的公共卫生事件的可行措施。《国际卫生条例》实施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建立了全

球《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的 24/7 网络；提高了缔约国报告事件时的透明度；更

系统地使用了公共卫生预警系统；在动物和人类卫生部门之间改进了沟通和合作；各国

和各伙伴在建设核心能力方面作出了协调一致的集体努力；改进了区域和全球的协调。 

6.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大流行是对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的第一次重大考验。在

2010 年 5 月，世界卫生大会决定对《国际卫生条例》的运行情况开展第一次审查，还将

评估全球应对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大流行的情况。审查结论是，虽然《国际卫生条

例》加强了全球防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但国家和地方层面上的必要核心能力远

远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加上全球防范工作中的其它严重缺陷，“世界没有作好准备，以

便应对严重的流感大流行或任何类似的全球性、持续和威胁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西

非的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是对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的第二次重大考验。疫情的严重程

度和延续时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对《国际卫生条例》提出了挑战。这明显地揭示全球社

会仍然有多么缺乏准备和脆弱。 

1.2 埃博拉作为对防范和应对能力的重大考验 

7. 2013 年 12 月在西非开始的埃博拉疫情是该病有记录以来最严重和为时最长的疫

情。截至 2016 年 3 月 13 日，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已出现 28 603 例确诊、可能

或疑似埃博拉病毒病病例；这三个国家中已有 11 301 人死亡3。另外七个国家出现了少

                                                 
1 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总干事的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5 年（A68/22）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68/A68_22-en.pdf）。 
2 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审查委员会关于与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大流行有关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

实施情况的报告。总干事的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1 年（A64/10）。 
3 埃博拉形势报告——2016 年 3 月 16 日。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6 年（http://apps.who.int/ebola/current- 

situation/ebola-situation-report-16-march-2016）。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68/A68_22-en.pdf
http://apps.who.int/ebola/current-%20situation/ebola-situation-report-16-march-2016
http://apps.who.int/ebola/current-%20situation/ebola-situation-report-16-march-2016


Annex  A69/21 

 

 

 

 

17 

量病例和死亡。在埃博拉疫情期间，由于受影响最严重国家中的卫生保健服务可及性下

降，因其它疾病死亡的人数也大量增多；据一项分析估计，因疟疾、艾滋病毒/艾滋病和

结核病造成的额外死亡人数超过 10 000 人1。在三个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中，不但出现

生命丧失，而且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影响；据世界银行集团估计，这些国家损失的国内生

产总值（GDP）达 22 亿美元2。 

8. 这次前所未有的事件远远超出各国和全球应对能力的限度，并揭示了疾病发现和诊

断、临床应对和感染控制方面的重大缺陷。全球各地在这些能力方面的显著空白推动在

2014 年 2 月加速发起了全球卫生安全议程3，并促使启动了全球健康风险框架委员会4；

这两者都起到促进实施《国际卫生条例》的作用。 

9. 疫情应对工作促使各方国际和国内民间/人道主义行为者以及若干国家外国武装部

队的参与5。在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之后，组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联合国

应急卫生特派团——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特派团在 2014 年 9 月 19 日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展开工作。 

10. 对埃博拉应对工作的缺陷和强化防范与应对的建议进行了若干次独立评估6
 

7
 

8
 

9
 

10。这

些审查工作一致产生的主要结果彰显了以《国际卫生条例》为核心的全球战略的重要性

和迫切性，其目的是要防范和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和紧急情况以及加强卫生系统和各项能

力。 

                                                 
1 Parpia AS, Ndeffo-Mbah ML, Wenzel NS, Galvani AP。2014-2015 年埃博拉疫情应对工作对西非疟疾、艾滋病

毒/艾滋病和结核病死亡人数的影响。《新发传染病》2016;22:433-1. doi: http://dx.doi.org/10.3201/eid2203.150977。 
2 世界银行集团埃博拉应对工作实况报道。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16 年 2 月（http://www.worldbank.org/en/ 

topic/health/brief/world-bank-group-ebola-fact-sheet）。 
3 Heymann DL, Chen L, Takemi K, Fidler DP, Tappero JW, Thomas MJ 合编。全球卫生安全：从西非埃博拉病毒病

疫情吸取的更广泛教训。《柳叶刀》。2015;385:1884-1901。 
4 Dzau VJ, Rodin J。创建全球健康风险框架。《新英格兰医学杂志》。2015;373:991-993。 
5 悉尼大学。拯救生命：2014 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民间和军队应对行动。中期报告。悉尼：悉尼大学，2015

年（http://sydney.edu.au/mbi/PDFs/saving-lives.pdf）。 
6  埃博拉中期评估小组的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5 年 7 月（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 

publications/ebola/report-by-panel.pdf）。 
7 Moon S, Sridhar D, Pate MA, Jha AK, Clinton C, Delaunay S 等。埃博拉会使游戏改变吗？下次疾病大流行前的

十项必要改革。哈佛大学全球卫生研究所与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全球埃博拉应对问题独立专家团的报告。

2015;386:2204-21. doi: http://dx.doi.org/10.1016/S0140-6736(15)00946-0。 
8 Gostin LO, DeBartolo MC, Friedman EA。10 年之后的《国际卫生条例》：全球卫生安全管理框架。《柳叶刀》。

2015;386:2222-6. doi: http://dx.doi.org/10.1016/S0140-6736(15)00948-4。 
9 保护人类防范今后的卫生危机。全球应对卫生危机高级别评估小组的报告。2016 年 1 月 25 日（http://www.un. 

org/News/dh/infocus/HLP/2016-02-05_Final_Report_Global_Response_to_Health_Crises.pdf）。 
10 未来全球健康风险框架问题委员会。被忽视的全球安全问题：抵御传染病危机的框架。华盛顿特区。国家医

学科学院，2016 年 1 月（http://nam.edu/wp-content/uploads/2016/01/Neglected-Dimension-of-Global-Security.pdf）。 

http://dx.doi.org/10.3201/eid2203.150977
http://www.worldbank.org/en/%20topic/health/brief/world-bank-group-ebola-fact-sheet
http://www.worldbank.org/en/%20topic/health/brief/world-bank-group-ebola-fact-sheet
http://sydney.edu.au/mbi/PDFs/saving-lives.pdf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20publications/ebola/report-by-panel.pdf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20publications/ebola/report-by-panel.pdf
http://dx.doi.org/10.1016/S0140-6736(15)00946-0
http://dx.doi.org/10.1016/S0140-6736(15)00948-4
http://nam.edu/wp-content/uploads/2016/01/Neglected-Dimension-of-Global-Securit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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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本审查委员会的职权和报告 

11. 第六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68(10)号决定规定审查委员会的职权如下1： 

1. “要求总干事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建立一个审查委员会，检查《国

际卫生条例（2005）》在埃博拉疫情和应对工作中的作用，具体目标如下： 

(a) 在预防、防范和应对埃博拉疫情方面，评估《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

有效性，并尤其侧重于情况通报和相关的激励措施、临时建议、额外措施、宣

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家核心能力、紧急情况应对框架2的背景和

联系以及本组织的其它人道主义责任； 

(b) 评估 2011 年上一个审查委员会建议的实施情况3以及对当前埃博拉疫情的

影响； 

(c) 建议采取步骤，改进《国际卫生条例（2005）》（包括世卫组织应对工作）

的运作、透明性、效率和效益，加强对今后具有健康后果的突发事件的防范和

应对，并为此类步骤提出时间安排。 

2. 要求总干事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规定，在 2015 年 8 月召集《国

际卫生条例（2005）》审查委员会，并在 2016 年 5 月向第六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

报告进展情况。” 

12. 本报告提出了审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建议，以便改进《国际卫生条例》的实施并

更充分确保我们对今后全球健康威胁的集体防范和应对工作4。 

  

                                                 
1 WHA68(10)号决定。2014 年埃博拉病毒病疫情和执行委员会埃博拉问题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见：第六十

八届世界卫生大会，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5 年（A68/DIV./3；第 3-5 段）。 
2 WHA65.20 号决议。见：第六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2 年。 
3 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审查委员会关于与 2009 年甲型H1N1 流感大流行有关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

实施情况的报告。总干事的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1 年（A64/10）（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 

files/WHA64/A64_10-en.pdf?ua=1）。 
4 审查委员会委员的姓名和职务载于附录 I。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20files/WHA64/A64_10-en.pdf?ua=1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20files/WHA64/A64_10-en.pdf?u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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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方法 

13. 审查委员会于 2015 年 8 月、10 月、11 月和 12 月以及 2016 年 2 月和 3 月在日内瓦

世卫组织总部召开了会议。作为这些会议的补充，还举行了十几次电话会议，而且委员

会的一些委员还拜访了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每次会议中，有一部分内容对缔约国、

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以及其它有关政府间组织和与世卫组织具有正式关系的非政府组

织开放。在每次会议期间，审查委员会举行了讨论会议，仅限委员会和世卫组织《国际

卫生条例》审查委员会秘书处的成员参加。 

14. 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在附录 II 中详细介绍并概述如下。在工作开始时，委员会对

《国际卫生条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其中强调了被认为未能有效运行的领域以及可能

的原因。按照职权范围的规定，委员会评估了《国际卫生条例》与埃博拉疫情相关的有

效性以及 2011 年上一个《国际卫生条例》审查委员会建议的实施情况。委员会决定审

查 2014 年第二次延期确立国家公共卫生能力和《国际卫生条例》实施情况审查委员会1

的建议实施情况，因为这些建议是以 2011 年的建议为基础的。委员会还处理了埃博拉

中期评估小组2和联合国全球应对卫生危机高级别评估小组3向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15. 委员会与近 90 名调查对象进行了会谈或收到其书面意见；审查了重要的文件和报

告，包括 2015-2016 年发表的其它全球埃博拉应对工作独立评估结果；检查了为保护全

球公共卫生正在开展的行动；并向世卫组织秘书处和总部其他人员以及世卫组织各区域

和驻国家办事处征集了信息。通过会谈和开放式电子协商过程，审查委员会向缔约国和

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代表以及其它相关政府间组织和与世卫组织具有正式关系的非政

府组织积极征求意见。 

16. 在 2016 年 1 月，向执行委员会介绍了审查委员会的进展情况。在 2016 年 3 月会议

的一次开放式会议上，向缔约国提交了审查委员会的建议草案。 

  

                                                 
1 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第二次延期确立国家公共卫生能力和《国际卫生条例》实施情况审查委员会

的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5 年（A68/22 Add.1）（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68/A68_ 

22Add1-en.pdf）。 
2 埃博拉中期评估小组的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5 年 7 月（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 

publications/ebola/report-by-panel.pdf）。 
3  保护人类防范今后的卫生危机。全球应对卫生危机高级别评估小组的报告。2016 年 1 月 25 日

（http://www.un.org/News/dh/infocus/HLP/2016-02-05_Final_Report_Global_Response_to_Health_Crises.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68/A68_%2022Add1-en.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68/A68_%2022Add1-en.pdf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20publications/ebola/report-by-panel.pdf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20publications/ebola/report-by-panel.pdf
http://www.un.org/News/dh/infocus/HLP/2016-02-05_Final_Report_Global_Response_to_Health_Cris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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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估 

17. 本章主要处理审查委员会职权的头两项目标：评估《国际卫生条例》与埃博拉疫情

相关的有效性以及评估 2011 年《国际卫生条例》审查委员会建议的实施情况和对埃博

拉疫情的相关影响。 

18. 第一项目标，即评估《国际卫生条例》的运作情况，是从缔约国的角度（3.1 节）

和世卫组织秘书处的角度（3.2 节）进行考虑的。随后检查了 2011 年《国际卫生条例》

审查委员会建议的实施进展情况（3.3 节）；该节中还包括对 2014 年《国际卫生条例》

审查委员会情况的分析。本章结束时对委员会的调查结果进行了概要评估（3.4 节），

并为随后在第四章中提出的建议做了准备。 

3.1 在埃博拉疫情中实施《国际卫生条例》的有效性：缔约国的作用 

3.1.1. 国家防范工作：《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力 

19. 《国际卫生条例》》规定所有缔约国有义务确立和维持开展监测、风险评估、报告

和应对公共卫生风险和突发事件的核心能力。这些能力需要在国家和亚国家层面上以及

在指定的出入境口岸正常运行（图 1）。 

20. 《条例》规定所有缔约国必须在 2012 年 6 月具备核心能力；但是，截至该日期，

193 个1缔约国中仅有 42 个（21%）宣布已达到最低程度的核心能力要求。 

21. 允许国家要求把最初的截止日期延期两年，推迟到 2014 年 6 月，在特殊情况中，

还可以再延期两年，推迟到 2016 年 6 月。虽然到 2015 年 11 月 18 日具备最低程度核心

能力的国家数上升至 65 个，但许多国家显然还差得很远。在 193 个缔约国中，84 个（43%）

提出申请并获准把实施截止日期延期两年（68 个缔约国提交了实施计划）；44 个（22%）

未向世卫组织传达其意图。 

 

  

                                                 
1 另外有三个国家在 2007 年 6 月之后成为《国际卫生条例》缔约国，其核心能力实施时间框架不同，所以不

包括在这些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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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在地方和国家层面上以及在出入境口岸通过核心

能力控制疾病传播 

 

PoE  出入境口岸

全球监测、风险评估和应对工作协调

国内（地方和出入境口岸）发现、评估、
报告和应对公共卫生风险的公共卫生核心
能力

国家核心能力（国家归口单位作为国际和
国内沟通渠道）

报告和协调

X

WHO

X

XX
X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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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WHO B国

C国

A国

PoE

1

2 3

例子:
1 –出境
2 –入境

3 –地方

注意到“主管当局”与“地方核心
能力”有一些类似的职能，而且核
心能力在出入境口岸也发挥作用

地方核心能力最有可能发现和应对
国内或跨境公共卫生风险

3

来源：《国际卫生条例》审查委员会

 

方框 1. 2015 年世卫组织《国际卫

生条例》监测框架内容 

核心能力 

 国家立法、政策和资金供

应 

 协调以及国家归口单位的

情况通报 

 监测 

 应对 

 防范 

 风险通报 

 人力资源能力 

 实验室 

入境口岸 

与《国际卫生条例》相关的危害 

 人畜共患病事件 

 食品安全 

 化学品事件 

 辐射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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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的说明：《国际卫生条例（1969）》注重于入境口岸针对特定疾病的卫生措施。《国际卫生条

例（2005）》采取更广泛的公共卫生风险概念，要求缔约国在入境口岸和出境口岸都确立和维持特

定的基本公共卫生职能。监测、风险评估、报告和应对工作的核心能力必须在国内的地方层面，在

国家层面以及在出入境口岸发挥作用。地方能力（例如应对措施）在国家层面上进行协调，主管当

局通过国家归口单位，与世卫组织（及其它缔约国）保持正式的联络。这种多层公共卫生能力联合

发挥作用，以便预防或缓解国家和国际上的疾病传播。 

22. 许多观察者把违规行为的高发生率解释为国家或世卫组织的失败，是缺乏政治或机

构意愿的结果。但是，对许多国家而言，违规行为常常是严重缺乏财力、人力和后勤资

源以及对《国际卫生条例》缺少了解和认识的结果。 

23. 在了解如何加强实施核心能力方面，这是一个关键要点：埃博拉疫情失控的主要原

因不只是《国际卫生条例》实施欠缺，而且有一系列其它因素，包括缺少适当的卫生保

健系统、经过培训的卫生保健人员短缺、交通运输和通讯基础设施欠佳、文化水平低下

以及缺少与社区的沟通。资金极度短缺可以意味着国家甚至不能提供基本的初级卫生保

健，因此非常可能无法投资于疫情预警系统。 

24. 冲突、移民和流动的人群是《国际卫生条例》实施工作面临的重大额外挑战。在政

府不能行使充分权力的地理区域，地方和国家的监测、预警和反应能力可能很薄弱或欠

缺。尤其对流动人群或难民人群而言，中断基本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服务会导致传染病

暴发风险加大。这些是核心能力实施工作面临的特别需要重视的挑战。 

25. 确保更多的国家具备基本核心能力，将需要适用于具有不同社会政治能力和经济能

力国家的更实际的资金供应计划，把加强核心能力作为优先重点，并尽量扩大在其它规

划内（例如加强卫生系统的规划）建设《国际卫生条例》能力的机会。 

3.1.1.1 核心能力的独立评估 

26. 要求缔约国每年报告本国确立和维持核心能力的情况。该要求有若干目的：应当能

推动国家做到遵规，因为将要求国家以透明的方式报告遵规方面的进展情况，或者缺乏

进展的情况；应当使其它国家相信已存在适当的能力；应当提供准确的信息，显示公共

卫生威胁可能在看不到的情况下或较晚时候出现的地区，或者难以进行控制的地区；还

应当协助对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制定详细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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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国际卫生条例》在 2007 年生效之后，世卫组织制定了一个监测框架1。框架的结

构是一个调查问卷，配有指标核对清单，供缔约国用于对本国实施必要能力的进展情况

进行自我评估；2015 年监测问卷的内容载于方框 1
,2。每年向世界卫生大会报告按世卫

组织区域分列的每个国家的能力评分。 

28. 自我评估核心能力是《国际卫生条例》生效之后最初几年中采用的做法；许多国家

处在建设和加强能力的早期阶段，而且《条例》还很新，也未经过检验。但是，仅使用

这种做法已不再适当；这种做法并不总能产生可靠和准确的信息，而且可能会影响缔约

国对其它国家能力的信任度。 

29. 第二次延期确立国家公共卫生能力和《国际卫生条例》实施情况审查委员会在 2014

年 11 月注意到“……必须有关于缔约国核心能力完备程度的更充分信息”，建议加强每

年的自我评估程序并开展外部评价进行补充3。审查委员会与调查对象进行的会谈、缔

约国及其它实体的干预以及对全球埃博拉疫情应对工作的每次审查都着重指出，过度依

赖自我评估导致了对核心能力的不完整和不可靠报告。 

30. 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的经验表明独立评估是一个可行的选择方案。2014

年晚些时候，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在该区域所有缔约国中（除了阿曼和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开展了独立评价，以便评估国家对埃博拉疫情的防范和应对情况4。据这些评估揭

示，以前向世卫组织报告说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履行了核心能力义务的许多国家实

际上在防范埃博拉等突发卫生事件方面存在重大空白。尤其重要的是，独立评价表明国

家自己对本国运作情况的评估与现实情况之间存在显著的差距。存在欠缺的主要领域包

括突发事件指挥系统、国家感染预防和控制规划、能够实时发现威胁的监测系统及向有

关实体报告风险的能力、迅速发现新出现的病原体的诊断能力以及风险通报能力。 

31. 尽管有这些不利的发现，但各国对这种额外的洞察水平表示欢迎，尤其是因为东地

中海区域办事处在评估工作之后开展了为期 90 天的财政和技术支持计划以弥补紧急缺

                                                 
1 Hardiman MC。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实施《国际卫生条例》的观点。《新发传染病》。2012;18:1041-6. doi: http:// 

dx.doi.org/10.3201/eid1807.120395。 
2《国际卫生条例（2005）》。条例核心能力监测框架：监测缔约国建设条例核心能力方面进展的调查问卷。日

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5 年（WHO/HSE/GCR/2015.8）（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163737/1/WHO_HSE_ 

GCR_2015.8_eng.pdf?ua=1）。 
3 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第二次延期确立国家公共卫生能力和《国际卫生条例》实施情况审查委员会

的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 2015 年（ A68/22 Add.1 ）（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68/ 

A68_22Add1-en.pdf)。）（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68/A68_22Add1-en.pdf） 
4 世卫组织。在本区域针对埃博拉病毒病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东地中海卫生杂志。2015;21:773-5.

（ http://www.emro.who.int/emhj-volume-21-2015/volume-21-issue-10/implementation-of-the-ihr-2005-in-the-region-with-f

ocus-on-ebola-virus-disease.html）。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163737/1/WHO_HSE_%20GCR_2015.8_eng.pdf?ua=1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163737/1/WHO_HSE_%20GCR_2015.8_eng.pdf?ua=1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68/%20A68_22Add1-en.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68/%20A68_22Add1-en.pdf
http://www.emro.who.int/emhj-volume-21-2015/volume-21-issue-10/implementation-of-the-ihr-2005-in-the-region-with-focus-on-ebola-virus-disease.html
http://www.emro.who.int/emhj-volume-21-2015/volume-21-issue-10/implementation-of-the-ihr-2005-in-the-region-with-focus-on-ebola-virus-disea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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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此外，由于这些评估工作和有力的国家支持，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在 2015 年 10 月

通过一项决议，设立由缔约国和世卫组织专家组成的独立区域评估委员会以便评价实施

情况并向国家提供关于特定问题的意见1。在提供框架支持遵守《国际卫生条例》的双

区域《亚太地区新发疾病战略》（APSED）之下，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和东南亚区域办事

处对进展情况开展了较有限的独立评估2。 

32. 按照第二次延期确立国家公共卫生能力和《国际卫生条例》实施情况审查委员会的

建议，世卫组织秘书处制定了 2016 年后监测、评估和报告核心能力的新框架3。框架由

四部分组成：一份自我管理的评估工具、行动后审查、模拟演练和独立的外部评估，秘

书处为后者制定了一份《国际卫生条例》联合外部评价工具。新的框架经世卫组织所有

六个区域委员会审议并得到其支持，将在 2016 年 5 月提交第六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4。 

33. 审查委员会注意到，这种新的做法体现了一种根本性的转变，从把获得核心能力作

为最迟在 2016 年应当完成的任务，转变到把维持和加强能力作为提高质量的持续过程。

不应当认为一旦获得了《国际卫生条例》的核心能力，就会无限期地维持下去。冲突、

自然灾害或资源重点的调整等情况可以使原先达标的国家下滑成为不达标国家。 

3.1.1.2 《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 

34. 国家归口单位对实施《国际卫生条例》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是世卫组织与缔约国之

间的指定联络点（第四条）。世卫组织建立了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安全平台，即《国际

卫生条例》事件信息网站（EIS），用于与国家归口单位进行沟通。世卫组织和各国家

归口单位利用该网站提供关于可能具有全球影响的卫生事件的信息和警报。 

35. 虽然《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了国家归口单位的作用、职能、责任和业务要求，但缔

约国将规定国家归口单位的确切结构、组织和地点。各国对此采取的做法有巨大的差异。

国家归口单位常常被误解为一个单独的个人，而不是缔约国政府的一项职能。在 196 个

国家归口单位中，有 194 个设在卫生相关的机构中；83%由卫生部或同等机构管理；15%

                                                 
1 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委员会 EM/RC62/R.3 号决议。评估和监测《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实施情况。开

罗：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 2015 年（ http://applications.emro.who.int/docs/RC62_Resolutions_2015_ 

R3_16576_EN.pdf?ua=1）。 
2《亚太地区新发疾病战略》：2010 年。日内瓦，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和世卫组织东南亚区域办事处，

2010 年（http://www.wpro.who.int/emerging_diseases/documents/docs/ASPED_2010.pdf?ua=1）。 
3 发展、监测和评价执行《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功能性核心能力：概念说明。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

2015 年（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concept_note_201507/en/）。 
4 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总干事的报告（EB138/19）。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6 年（http://apps.who.int/gb/ 

ebwha/pdf_files/EB138/B138_19-en.pdf）。 

http://applications.emro.who.int/docs/RC62_Resolutions_2015_%20R3_16576_EN.pdf?ua=1
http://applications.emro.who.int/docs/RC62_Resolutions_2015_%20R3_16576_EN.pdf?ua=1
http://www.wpro.who.int/emerging_diseases/documents/docs/ASPED_2010.pdf?ua=1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concept_note_201507/en/
http://apps.who.int/gb/%20ebwha/pdf_files/EB138/B138_19-en.pdf
http://apps.who.int/gb/%20ebwha/pdf_files/EB138/B138_19-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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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中心或机构。《国际卫生条例》实施工作由从事公共卫生的人员领导是适当的，

但国家归口单位的地点常常可以造成缺少与食品或农业等其它重要部门的部门间合作，

并使非卫生部门对《国际卫生条例》缺乏认识。 

图 2 世卫组织事件管理系统中按信息初始来源分列记载的事件，2013-2015 年 

 

 

 

 

 

 

 

 

 

36. 来自缔约国以及世卫组织区域办事处和总部的调查对象都报告说，许多国家归口单

位缺少按照第四条的规定有效履行职责的权力、能力、培训和资源。虽然根据缔约国的

法律制度，可能不明确需要支持《国际卫生条例》活动的立法，但这种立法可有助于促

进活动的绩效，包括国家归口单位的绩效1。2009 年 H1N1 流感大流行和埃博拉疫情期

间的经验表明，国家为国家归口单位定位的层面必须能够确保必要时在最高程度上运用

《国际卫生条例》的技术和政治能力，包括能够影响其它部门和政治制度。缺少政治和

政府的权威，可以导致延迟信息共享、通报及其它方面的报告，而这些是《国际卫生条

例》规定的国家归口单位核心职能。 

                                                 
1《国际卫生条例（2005）》。用于国家立法中实施工作的工具包。《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日内瓦，世

界卫生组织，2009 年（WHO/HSE/IHR/2009.4）（http://www.who.int/ihr/NFP_Toolkit.pdf）。 

事
件
数
量

 

每年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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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国家归口单位和 
国家政府 

世卫组织及联合国 
其它组织 

新闻媒体 

其它 

实验室 

来源：世卫组织 16.2 

http://www.who.int/ihr/NFP_Toolki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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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2011 年1和 2014 年2的《国际卫生条例》审查委员会认识到国家归口单位具有的宝

贵作用，都提到国家归口单位缺乏资源和权威对有效实施《国际卫生条例》是关键性的

缺陷。在国家归口单位与国家安全或国家减少灾害风险归口单位之间建立业务关系将有

益。 

38. 虽然对国家归口单位的定位可以作出很大改进，但国家归口单位仍然是《条例》运

行良好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家归口单位是世卫组织以网络为基础的内部信息管理工具

（事件管理系统）（图 2）所捕获事件的重要预警来源，对世卫组织的疫情应对至关重

要。 

3.1.1.3 通过确定优先顺序以及与其它框架的联系，加强《国际卫生条例》的核心能力 

39. 对多数国家而言，加强所有《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力是财力和人力资源方面的一

项挑战。由于多数缔约国尚未确立最低程度的核心能力，所以显然需要把加强《国际卫

生条例》的核心能力作为优先重点。《国际卫生条例》中没有具体涉及该问题，因为认

为各国将确定本国的重点。 

40. 《亚太地区新发疾病战略》制定了实用的做法，把加强核心能力作为优先重点，同

时保持广泛关注通用的公共卫生能力。鼓励各国把八个领域作为优先重点：(i)监测、风

险评估和应对；(ii)人畜共患病和与动物卫生部门的合作；(iii)实验室；(iv)感染预防与控

制；(v)风险通报；(vi)区域的计划和防范；(vii)通用公共卫生应急能力；以及(viii)监测和评

价，以便充实持续的能力建设，将其作为优先重点，并促进获得资金和技术支持3。 

41. 虽然处在“舞台中央”，但《国际卫生条例》从未被设想为促进能力建设的唯一框架。

例如，“同一个健康”的思路强调人类健康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上与动物卫生和环境

密不可分。预防和控制人畜共患病是人类医学和兽医学公共卫生当局的共同责任。世卫

组织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国际兽疫局）和世界银行合作，在人类与动物界面上制定了

一个全球卫生管理框架4。另有其它计划和框架，例如疾病大流行防范计划、大流行性

                                                 
1 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审查委员会关于与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大流行有关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

实施情况的报告。总干事的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1 年（A64/10）（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 
WHA64/A64_10-en.pdf?ua=1）。 

2 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第二次延期确立国家公共卫生能力和《国际卫生条例》实施情况审查委员会
的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5 年（A68/22 Add.1）（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68/ 
A68_22Add1-en.pdf）。 

3 《亚太地区新发疾病战略》：2010 年。日内瓦，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和世卫组织东南亚区域办事处，
2010 年（http://www.wpro.who.int/emerging_diseases/documents/docs/ASPED_2010.pdf?ua=1）。 

4 世卫组织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在人类与动物界面上良好管理的业务框架：在世卫组织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
国家能力评估工具之间架设桥梁。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罗马，世界动物卫生组织，2014 年（http://www.oie.int/ 
fileadmin/Home/fr/Media_Center/docs/pdf/WHO_OIE_Operational_Framework_Final2.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20WHA64/A64_10-en.pdf?ua=1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20WHA64/A64_10-en.pdf?ua=1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68/
http://www.wpro.who.int/emerging_diseases/documents/docs/ASPED_2010.pdf?ua=1
http://www.oie.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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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防范框架1以及国家应急反应计划，提供协同办法来加强国家对公共卫生威胁的预

防、应对和控制。例如，尼日利亚能够迅速控制埃博拉，部分归功于消灭脊灰工作中对

基础设施、业务行动、人员配备和基本公共卫生要素的投资2。但是，当取消对消灭脊

灰等有针对性规划的资金供应时，可能危及这种能力。 

3.1.1.4 在加强卫生系统的工作中优化《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力建设 

42. 薄弱的卫生系统使国内冲突后的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未能发现埃博拉，后

来也未能遏制其传播。许多其它国家没有足够数量运行良好的临床设施和经培训的人

员、健全的感染控制规划以及流行病学与实验室监测和报告系统。在这种背景下，也常

常缺少基本的基础设施，例如安全的自来水、可靠的电力供应和道路3。鉴于埃博拉病

毒在卫生保健机构中的传播率很高，委员会注意到需要在医疗单位中提高感染预防和控

制的标准，以便减少卫生保健机构中的感染传播。还必须提供关于管理隔离病房和检疫

设施的指导，预防疾病的偶然传播。 

43. 在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国际卫生条例》基本上不涉及卫生服务和系统，但没有这

些服务和系统，几乎不可能作出有效的反应。加强《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力与加强卫

生系统有内在的关联。这是世卫组织和南非政府于 2015 年 7 月在开普敦召集的有关超

越埃博拉建设卫生安全的高级别伙伴和利益攸关方会议4产生的重要主题之一。加强卫

生系统，包括安全、必要的治疗服务（尤其是初级卫生保健）、人力发展、卫生信息系

统以及管理和治理能力建设，常常是促进一线《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职能的最有效方法。 

44. 往往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更广泛进展的背景下，才会作为加强卫生系统

的一部分更加注重于《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力。全民健康覆盖和综合卫生系统是所有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础5。关于卫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3 的具体目标之一（确保健康生

活和增进不同年龄段的所有人的福祉），直接说明需要建设《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力，

                                                 
1 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他利益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1 年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44796/1/9789241503082_eng.pdf）。 
2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埃博拉病毒病暴发——尼日利亚，2014 年 7-9 月。《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2014; 

63:867-72。 
3 执行委员会埃博拉问题特别会议。在受埃博拉影响的国家建立有应变能力的卫生系统。日内瓦，世界卫生组

织，2015 年（EB136/INF./5）（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SS3/EBSS3_INF2-en.pdf）。 
4 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总干事的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6 年（EB138/19）（http://apps.who.int/ 

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19-en.pdf）。 
5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卫生问题。秘书处的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5 年（EB138/14）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14-en.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SS3/EBSS3_INF2-en.pdf
http://apps.who.int/%20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19-en.pdf
http://apps.who.int/%20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19-en.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14-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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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加强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警示、缓解和管理国家和全球健康风险的能力”
1。

但是，尚未确定如何在缔约国控制范围之外受冲突影响的地区做到这一点。 

45. 国际发展伙伴可能把《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力看作为与加强卫生系统有微弱联系

的又一个“纵向”规划。但是，实施《国际卫生条例》可以是加强卫生系统的一种具体方

法，更强大的卫生系统转而将支持《国际卫生条例》的实施。使国际发展伙伴参与缔约

国《国际卫生条例》实施进展情况的年度审查工作，可有助于培养这种想法。 

3.1.1.5 卫生部门之外的社区参与 

46. 社区内的主要利益攸关方，例如社区领袖、传统团体和宗教领袖，可以作为民间社

会的代表。调查对象强调，与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的主要领导人交往对尽早发现和应对公

共卫生事件至关重要。例如，全球消灭脊灰行动依靠非正式和非传统的做法在受冲突影

响或卫生系统薄弱的地区发展监测和疫情应对能力。在这种环境中，基于社区的药剂师、

传统治疗师和神职人员在发现和报告病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加强世卫组织与政府间组

织及其它人道主义组织之间合作的正式安排可以促进尽早发现和通报公共卫生事件，尤

其是在国家职权薄弱的地区，而且非政府组织或政府间组织是数据的重要来源。但是，

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需要接受良好的培训并得到适当的工具和支持，以便开展防范和应

对活动，例如监测。 

47. 在埃博拉应对工作期间，与社区交往方面的困难造成不信任临床和公共卫生工作

者，抵制患者隔离和安全埋葬等预防和控制措施，以及歧视病人。无国界医生组织及其

它组织有效地与地方社区开展合作，教育公众并追踪接触者2。在确定社会和文化方面

适当的埃博拉疫情应对工作方面，人类学家也有关键性的作用；在未来的应对工作中，

应当严肃考虑利用人类学家。 

48. 许多调查对象强调了民间社会组织参与疾病大流行及其它紧急公共卫生事件防范

计划工作的重要性。除了在现场开展工作，民间社会组织是观察世卫组织及其它各方如

何防范和应对突发卫生事件的重要观察员。 

                                                 
1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卫生问题。秘书处的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5 年（EB138/14）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14-en.pdf）。 
2 Gostin LO, Friedman EA。西非埃博拉病毒病疫情的回顾性和前瞻性分析：由健全的国家卫生系统作为基础并

由能力得到增强的世卫组织作为先锋。《柳叶刀》。 2015;385:1902-1909.doi: http://dx.doi.org/10.1016/S0140- 

6736(15)60644-4。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14-en.pdf
http://dx.doi.org/10.1016/S0140-%206736(15)60644-4
http://dx.doi.org/10.1016/S0140-%206736(15)606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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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6 为实施《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力提供资金 

49. 除了与核心能力自我评估相关的缺陷，审查委员会以及来自缔约国、世卫组织各级

和非政府组织的调查对象认定缺乏可预见和可持续的资金供应是影响《国际卫生条例》

实施工作的另一个主要障碍。 

50. 但是，估算各国实施《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力成本的现有数据极少。据一项调查

估计，对一个具有 6000 万居民的“普通”东南亚国家而言，从零建立并随后维持《国际

卫生条例》核心能力的一次性资本和业务成本每年分别为 7930万美元和 1.513亿至 2.035

亿美元1。这些估计成本远远超过发展和维持适当的基本卫生服务的成本。在另一项调

查中，据世界银行估计，对 60 个低收入国家和 79 个中等收入国家而言，“使发展中国

家的主要人畜共患病预防和控制系统达到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世卫组织标准所需的资

金供应”
2范围从每年 19 亿美元至 34 亿美元不等3。在全球未来健康风险框架委员会估计

的每年为强化全球应对今后疾病大流行工作所需的 45 亿美元中，上述费用占最大的一

部分4。 

51. 埃博拉中期评估小组建议制定一个经过成本核算的重点计划，在所有国家中发展核

心能力，并与世界银行合作提供资金。在有些国家，如果有必要的政治意愿，就可以通

过国内的资金供应支付这些费用。需要有力的证据说明将产生与本国相关的投资回报，

才能使某些国家的政府相信把国内资源投资于《国际卫生条例》实施工作的价值。 

52. 对许多国家而言，虽然国家必须自主管理核心能力的资金供应，但需要某种形式的

外部援助。向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可能来源包括缔约国、世界银行、区域开发银行、发

展伙伴/机构/组织、慈善组织以及私立部门。还可以利用现有或新的资金供应流5
 

6。 

53. 审查委员会受到近期各项努力的鼓励，例如有助于争取亟需的财政支持以加强卫生

系统和《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力的世界银行大流行应急筹资机制（PEF）7、2015 年 7

                                                 
1 Katz R, Hate V, Kornblet S, Fischer JE。《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成本核算框架。《新发传染病》2012;18:1121-7. 

Doi: 10.3201/eid1807.120191。 
2 人类卫生部门中确认需要资助的特定预防和控制工作包括：监测和预警系统、诊断实验室服务、调查和快速

应对、疫苗接种和卫生规划以及其它未具体明确的一般性活动。 
3 人、病原体和我们的地球：第二卷——“同一个健康”的经济问题，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12 年。 
4 未来全球健康风险框架问题委员会。被忽视的全球安全问题：抵御传染病危机的框架。华盛顿特区。国家医

学科学院，2016 年 1 月（http://nam.edu/wp-content/uploads/2016/01/Neglected-Dimension-of-Global-Security.pdf）。 
5  保护人类防范今后的卫生危机。全球应对卫生危机高级别评估小组的报告。 2016 年 1 月 25 日

（http://www.un.org/News/dh/infocus/HLP/2016-02-05_Final_Report_Global_Response_to_Health_Crises.pdf）。 
6 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科学院。全球健康风险框架：疾病大流行的资金供应：讲习班概要情况。华盛顿特区：

国家科学院出版社；2016 年（doi: 10.17226/21855，2016 年 3 月 31 日访问）。 
7 大流行应急筹资机制：常见问题。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16 年（http://www.worldbank.org/en/topic/ 

pandemics/brief/pandemic-emergency-facility-frequently-asked-questions）。 

http://nam.edu/wp-content/uploads/2016/01/Neglected-Dimension-of-Global-Security.pdf
http://www.un.org/News/dh/infocus/HLP/2016-02-05_Final_Report_Global_Response_to_Health_Crises.pdf
http://www.worldbank.org/en/topic/%20pandemics/brief/pandemic-emergency-facility-frequently-asked-questions
http://www.worldbank.org/en/topic/%20pandemics/brief/pandemic-emergency-facility-frequently-asked-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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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的开普敦会议1和 2015 年 10 月在柏林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2。此外，全球卫生安全议

程伙伴关系扩大到近 50 个国家，产生了大量的财政和技术资源，以便向各国提供援助。

世卫组织可以作为中间人，使发展资助者和资源贫乏的国家走到一起，并鼓励国家间的

双边合作。 

54. 可以从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以及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等全球卫生行动

的经验中吸取关于资助国家需求的经验教训。这些行动采用以成果为基础的资金供应

（即根据实现主要指标的情况提供资金），以及国内和外部资源共同提供资金的办法。 

3.1.2. 通报和数据共享 

55.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尽早发现公共卫生事件并随后及时开展风险评估和

共享准确的信息是至关重要的。 

埃博拉疫情：尽早发现、评估风险以及向世卫组织通报 

56. 世卫组织全球监测和风险评估职能所需的信息来自各种官方和非官方来源。 

57.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要求缔约国向世卫组织通报被评估为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所有事件。国家必须在进行评估之后 24 小时内通报情况；规定的

时间框架具有挑战性，因为根据缔约国技术信息、资源和能力的可得性，包括国家归口

单位的力量和资历，评估工作可能需要数天。对负面经济或政治后果的担忧也常常起到

一定作用。根据事件的情况，“通报”（第六条）可以被缔约国视作为影响重大的一步。

《国际卫生条例》认识到该问题，力图通过“磋商”（第八条）予以解决，并授权世卫组

织对来自其它来源（例如非正式来源）并引起重视的事项开展后续工作（第九条）。 

58. 审查委员会审查了与最初发现和报告西非埃博拉相关的事件以及随后的风险评估

和应对活动（图 3）。此前，世卫组织描述了疫情早期演变的情况，简要概述如下3。 

                                                 
1 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总干事的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6 年（EB138/19）（http://apps.who. 

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19-en.pdf）。 
2 七国集团卫生部长的宣言。见：七国集团，德国柏林，2015 年 10 月 8-9 日（http://www.bmg.bund.de/ 

fileadmin/dateien/Downloads/G/G7-Ges.Minister_2015/G7_Health_Ministers_Declaration_AMR_and_EBOLA.pdf）。 
3 埃博拉流行一周年回顾：顽强无情的致命病毒。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5 年（http://www.who.int/csr/ 

disease/ebola/one-year-report/introduction/en/）。 

http://www.bmg.bund.de/%20fileadmin/dateien/Downloads/G/G7-Ges.Minister_2015/G7_Health_Ministers_Declaration_AMR_and_EBOLA.pdf
http://www.bmg.bund.de/%20fileadmin/dateien/Downloads/G/G7-Ges.Minister_2015/G7_Health_Ministers_Declaration_AMR_and_EBOLA.pdf
http://www.who.int/csr/%20disease/ebola/one-year-report/introduction/en/
http://www.who.int/csr/%20disease/ebola/one-year-report/introduct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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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世卫组织事件管理系统中记录的埃博拉疫情相关事件时间表，2014 年 1 月- 2015

年 1 月 

 

59. 据回顾性调查确定，埃博拉疫情指示病例于 2013 年 12 月下旬出现在几内亚农村一

个偏远的村庄。到 1 月中旬，接触该病例的多名家人患病并死亡。在 1 月 24 日，当地

卫生站站长向县卫生官员通报了伴有严重腹泻、呕吐和脱水的 5 例死亡。1 月 27 日，无

国界医生组织的一个工作组前往该地区。患者标本显示的细菌支持把病因定为霍乱的初

步诊断。工作小组到访之后，出现了其他死亡病例，但既未进行报告，也未进行调查。

病例继续传播，包括传播到首都科纳克里。但是，地方和国家监测系统未能发现这些病

例。 

60. 进入事件管理系统的关于该未确定病因事件的第一份正式报告于 2014 年 3 月 13 日

来自世卫组织驻几内亚国家办事处。这触发了通常的核实程序，包括 3 月 14-23 日由卫

生部、区域办事处和无国界医生组织人员参加的一次调查。在 3 月 21 日，法国里昂巴

斯德研究所世卫组织合作中心确认一种丝状病毒为致病因子，后来于 3 月 22 日确认为

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国家当局在当日向世卫组织发出警报，当时已报告了总共 49 起

病例，包括 29 例死亡（病死率：59%）。3 月 23 日，世卫组织在本组织的安全网站（事

疫情 

2013 年 12月 

12 日：第一例埃博拉可
能病例，几内亚 

3 月 

13 日：未知疾病：15 例，9 例死亡，几
内亚  

13 日：第一份埃博拉通报，几内亚 

21-22 日：实验室确认的第一例埃博拉
病例，几内亚 

2014 年 1 月 

26 日：5 例腹泻死亡，
几内亚盖凯杜 

7 月 

23 日：尼日利
亚暴发埃博拉 

9 月 

24 日：刚果民主
共和国埃博拉疫
情结束 

10 月 

20 日：尼日利亚埃
博拉疫情结束 

23 日：马里暴发埃
博拉 

8 月 

24 日：刚果民主共
和国暴发埃博拉 

2015 年 1月 

18 日：马里埃博
拉疫情结束 

利比里亚 

塞拉利昂 

几内亚 确
认
病
例
数

*
 

3 月 

23 日：应急反应框架二级 

7 月 

26 日：应急反应框架三级 

6 月 

23 日：无国界医生
组织“埃博拉失控” 

8 月 

8 日：IHR EC 1 

宣布 PHEIC 

10 月 

22 日：IHR EC 3 

1 月 

20 日：IHR EC 4 

9 月 

16 日：IHR EC 2 

18 日：建立 UNMEER 

8 月 

28 日：世卫组织埃博
拉应对工作路线图 

7 月 

1-5 日：13 国卫生部长会议，加纳 

31 日：世卫组织总干事会见塞拉利昂、
几内亚和利比里亚总统 

3/4月 

3 月 25 日-4 月 4 日：世卫组
织第一次几内亚特派团 

3 月 28日：世卫组织监测旅
行和交通运输措施 

3 月 30日-4 月 12日：世卫组
织第二次几内亚特派团  

4 月 2-18 日：世卫组织第三
次几内亚特派团 

3 月 

14-23 日：世卫组织、无国界医生组织、卫
生部现场评估，几内亚 

23 日：世卫组织风险评估，张贴在事件信息
网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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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昂，张贴在事件信息网站上 

30 日：世卫组织风险评估，利比里亚，张贴
在事件信息网站上 

30 日：世卫组织在几内亚部署 GOARN 

*认为低估了真实的病例数 

 

 

来源：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卫生条例》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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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信息网站）上张贴了初步风险评估，并在其网站上公开宣布了这起迅速演变的疫情。

到 3 月 25 日，已在调查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疑似病例，3 月 30 日确认利比里亚出现

埃博拉；在这些日子，世卫组织每天在事件信息网站上张贴最新的风险评估。3.2 节中

讨论了西非埃博拉疫情期间世卫组织在风险评估方面的作用。 

61. 《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力在国家和亚国家层面上的缺陷肯定是造成埃博拉无抑制

传播的一个主要因素。通报方面的延误也可能起到一定作用。埃博拉中期评估小组的结

论是，“对迅速和透明地报告疫情的国家存在明确的不利因素，因为它们常常为此受到

其它国家的惩罚……这是埃博拉疫情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1评估小组建议审查委员会考

虑采用奖励措施，鼓励国家向世卫组织通报公共卫生风险，其中包括创新的筹资机制，

例如缓解不良经济影响的保险。 

62. 国家需要有动力，以便对事件进行及时的发现、评估和正式通报。例如，可以把及

时通报与加强技术或经济援助联系起来，或者与获取基本药物、供应物资、设备和诊断

试剂的援助联系起来。按照世界银行大流行应急筹资机制的设想建立疫情保险，可以有

潜力提供奖励措施，促使国家对事件进行报告。但是，这种资金将需要迅速拨付，并且

可以考虑根据国家的防范水平调整保险费。全球保险机制可以鼓励进行通报，但也可以

使一些国家不愿意投资于《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力建设（另见附录 III）。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背景下共享数据和标本 

63. 《国际卫生条例》第六条规定缔约国有义务继续共享关于所通报事项的“充分详细

的公共卫生信息，包括病例定义、实验室检测结果、病例数和死亡数、影响疾病传播的

情况以及所采用的卫生措施……”。必须强调，数据和标本归产生数据和标本的国家所

有。鼓励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况下开展合作研究。遗憾的是，在埃博拉疫情或者 2009

年流感大流行或中东呼吸综合征等其它高度引人注目的事件中，并不总能合作开展研

究；更糟糕的是，出现了在利用数据和标本时未适当提及受影响国家科学家的情况2。

但是，限制更广泛地传播数据和标本，可以造成失去更丰富分析和研制有效诊断试剂、

药物与疫苗的机会。 

64. 在 2015 年 5 月，世卫组织召开的“埃博拉研究和开发峰会”也处理了数据共享和获

取流行病学早期信息以及临床试验结果的问题3。随后在 2015 年 9 月举行了关于“制定在

                                                 
1 埃博拉中期评估小组的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5 年 7 月（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 

ebola/report-by-panel.pdf）。 
2 Heymann DL, Liu J, Lillywhite L。寨卡研究伙伴关系，而不是空降兵。《新英格兰医学杂志》，2016 年，doi: 

10.1056/NEJMp1602278。 
3 世卫组织埃博拉研究和开发峰会。会议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5 年（WHO/EVD/Meet/HIS/15.3）

（http://www.who.int/medicines/ebola-treatment/WHO_EVD_Meet_HIS_15.3_report/en/）。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20ebola/report-by-panel.pdf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20ebola/report-by-panel.pdf
http://www.who.int/medicines/ebola-treatment/WHO_EVD_Meet_HIS_15.3_repo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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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共享数据和结果的全球规范”的世卫组织协商会。会上识别了可

能会影响共享数据和结果的若干问题1。达成的共识是“……默认选择是数据应当共享（即

推断同意政策），以便确保产生的知识成为全球公益产品。”
2参加会议的主要生物医学

杂志代表发表了一份共识声明，申明他们的立场是：(i)杂志不应当延误获取与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相关的信息；以及(ii)提前公布与公共卫生相关的重要研究结果，不会对随后在

杂志上发表产生负面影响。为了促进信息的迅速和广泛传播，《世卫组织简报》设立了

一个寨卡问题开放页面，在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在该页面免费发表文章

供无限制地使用3。 

65. 从研究与开发方面的西非埃博拉疫情应对工作吸取的经验教训有助于在全球公共

卫生传染性威胁的背景下正在制定的综合性4研发准备蓝图。2015 年的世界卫生大会要

求世卫组织制定一个框架，为易流行疾病以及没有办法或者不能适当预防或治疗的疾病

改进“研发准备”。该蓝图还将涉及如何创建在疫情期间可以更有效实施的研发环境。目

前的蓝图草案侧重于与开发疫苗和疗法相关的研究；基本上不涉及疫情期间提高对流行

病学和病原体传播的了解所需的研究。世卫组织与一系列伙伴和专家协商，正在积极探

索新的创新资助模式用于研发准备和应对工作5。全球未来健康风险框架委员会建议“把

15 年内每年 10 亿美元递增支出作为目标。”
6
 

66. 审查委员会注意到，与 2005 年《国际卫生条例》获得通过时设想的情况相比，共

享生物物质和诊断标本，包括相关的基因序列数据，已变得更加重要。基因序列数据的

可及性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常常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种数据可以促进开发有

效的诊断检测法、疫苗和药物。 

67. 若干国际文书和倡议涉及共享病原体和相关基因序列数据。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7

和名古屋议定书8的内容与《国际卫生条例》相关（方框 2），尤其是在发生全球突发公

                                                 
1 制定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共享数据和结果的全球规范。2015 年 9 月 1-2 日举行的世卫组织协商会产生的

声明。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5 年（http://www.who.int/medicines/ebola-treatment/blueprint_phe_data-share-results/en/）。 
2 制定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共享数据和结果的全球规范。世卫组织协商会，2015 年 9 月 1-2 日：概要和主

要结论。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5 年（http://www.who.int/medicines/ebola-treatment/data-sharing_phe/en/#）。 
3《世界卫生组织简报》。寨卡问题开放页面（http://www.who.int/bulletin/online_first/zika_open/en/）。 
4 采取行动预防疫情的研发蓝图。加快研发工作并拯救生命。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5 年（http://www.who.int/ 

csr/research-and-development/r_d_blueprint_brochure2015.pdf）。 
5 结果文件：资助针对突发流行病事件的研发准备和应对工作，2015 年 10 月 29-30 日，挪威奥斯陆。日内瓦，

世界卫生组织，2015 年（http://www.who.int/medicines/ebola-treatment/Outcome.pdf?ua=1）。 
6 未来全球健康风险框架问题委员会。被忽视的全球安全问题：抵御传染病危机的框架。华盛顿特区。国家医

学科学院，2016 年 1 月（http://nam.edu/wp-content/uploads/2016/01/Neglected-Dimension-of-Global-Security.pdf）。 
7  共享流感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他利益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1 年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44796/1/9789241503082_eng.pdf）。 
8 关于获取基因资源以及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基因资源用于生物多样性公约所产生利益的名古屋议定书：文本和

附件。蒙特利尔，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2011 年（https://www.cbd.int/abs/doc/protocol/nagoya-protocol-en.pdf）。 

http://www.who.int/medicines/ebola-treatment/blueprint_phe_data-share-results/en/
http://www.who.int/medicines/ebola-treatment/data-sharing_phe/en/
http://www.who.int/bulletin/online_first/zika_open/en/
http://www.who.int/%20csr/research-and-development/r_d_blueprint_brochure2015.pdf
http://www.who.int/%20csr/research-and-development/r_d_blueprint_brochure2015.pdf
http://www.who.int/medicines/ebola-treatment/Outcome.pdf?ua=1
http://nam.edu/wp-content/uploads/2016/01/Neglected-Dimension-of-Global-Security.pdf
https://www.cbd.int/abs/doc/protocol/nagoya-protocol-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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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卫生事件时及时共享病原体、基因序列数据及其它信息以及使有需要的国家获取相关

的利益。审查委员会注意到，应会员国在 2016 年执行委员会期间提出的要求，世卫组

织秘书处正在编写关于名古屋议定书对公共卫生影响的文件，以便向 2017 年的执行委

员会提交。需要探索是否可以扩大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以便包括流感之外的其它传染

因子。加强获得和共享材料与数据的任何情况都必须以共享利益为基础。 

 

方框 2. 共享病原体和基于序列数据的国际文书 

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 

 由第六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在 2011 年通过 

 把共享可能引起人间大流行的流感病毒和有需求的国家共享利益联系起来；

例如，获得大流行性流感抗病毒药物和疫苗以及与《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

力密切相关领域内能力建设方面的援助 

 该框架涵盖基因序列数据 

 在 2016 年审查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以便包括基因序列数据及其在该框架

之下如何处理，以及与名古屋议定书和《国际卫生条例》的联系 

名古屋议定书 

 1992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的 2010 年补充协议 

 适用于生物多样性公约涵盖的基因资源及其利用产生的利益 

 不强制要求国家共享病原体 

 序言注意到，缔约方 “牢记《国际卫生条例（2005）》以及确保获取人类病

原体用于公共卫生防范和应对目的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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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世卫组织的临时建议、额外措施和限制措施 

68. 临时建议是世卫组织为应对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布的不具约束性、有时

间限制、针对特定风险的意见。其目的是要预防或减少疾病的国际传播，并同时限制对

贸易和旅行的不必要约束。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第四十三条），缔约国有权对国际

旅行和贸易采用额外措施，但这些措施的“限制性和侵扰性不应超过其它合理的可行措

施”，而且必须以科学原则和科学证据为基础。如果一个国家实施的额外卫生措施“对国

际交通造成明显干扰”，要求该缔约国在采取这些措施后 48 小时内向世卫组织通报，并

向世卫组织提供采取此类措施的公共卫生依据和有关科学信息。世卫组织可以要求国家

重新考虑是否运用额外措施，而采取额外措施的缔约国必须在三个月内对这种措施进行

复查。在实践中，很少有国家向世卫组织报告额外措施的实施情况，而且既使当对它们

提出要求时，也很少有国家纠正或重新考虑已实施的措施1。这种无视《国际卫生条例》

所规定义务的态度是不能接受的。此类措施可以加剧疾病暴发的社会和经济后果。 

69. 从 2014 年 8 月开始，西非埃博拉疫情问题《国际卫生条例》突发事件委员会在其

每次会议上向总干事建议，不应全面禁止国际旅行或贸易。总干事认可委员会在这方面

以及与埃博拉相关的其它问题方面的意见，并将其作为临时建议发布。 

70. 世卫组织系统地监测关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和突发事件期间额外措施的报告，并积

极调查关于不符合世卫组织建议的措施的报告。尽管世卫组织建议不实行任何国际旅行

或贸易禁令，但许多未受影响的国家实行了旅行措施和限制。截至 2015 年 4 月 1 日，

有 570 份关于此类措施的报告或传闻，涉及 69 个国家2；报告数量的急剧增多与 2014

年 8 月 8 日宣布形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关（图 4A）。 

  

                                                 
1《国际卫生条例》与埃博拉。执行委员会关于埃博拉突发事件问题特别会议。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5

年（EB136/INF./7）（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SS3/EBSS3_INF4-en.pdf）。 
2 2014 年埃博拉病毒病疫情：目前情况和挑战；遏制疾病流行；以及非疫情国家和区域做出的防备。秘书处的

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5 年（A68/24）（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68/A68_24-en.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SS3/EBSS3_INF4-en.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68/A68_24-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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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对与埃博拉相关的旅行和交通运输措施的监测，2014 年 3 月-2015 年 3 月 

图 4A 世卫组织对与埃博拉相关的旅行和交通运输传闻的监测 

 

 

 

 

 

 

 

 

图 4B 世卫组织对干扰旅行和交通运输的与埃博拉相关的额外卫生措施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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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据世卫组织确定，这些传闻中有 470 多条涉及额外措施，包括体温检查、调查答卷、

自我监测、筛查方法及其它临时措施，不需要开展后续工作；据评估，这些措施不干扰

旅行和交通运输。按照《国际卫生条例》突发事件委员会对三个受影响最严重国家的建

议，出境筛查是有助于减少疾病传播的适当公共卫生做法。但是，审查委员会注意到，

许多国家侧重于入境筛查，作为保护本国人口避免跨境传播的方法，很可能反映了希望

被视为“采取了行动”的政治意图。而且，在缺乏监测和发现核心能力并且卫生系统薄弱

的一些资源贫乏国家中，入境筛查是疾病控制的唯一方法。 

72. 在需要开展后续工作的关于额外措施的 100 条传闻中，41 条被认为干扰了旅行和

交通运输，其中包括对旅行者进行强制检疫，拒绝发放入境签证，取消航班以及关闭海

陆空边境。采取此类措施的多数国家在非洲和中美洲；大多数措施是在 2014 年 10 月实

行的（图 4B）。虽然世卫组织要求核实被认为过分的额外措施，但仅有 40%的缔约国

作出了答复。很少实行检疫（一种“卫生措施”），但经常出现取消航班和签证的情况。

当世卫组织要求缔约国提供理由时，世卫组织被告知这些措施与卫生无关，因此不属于

《国际卫生条例》的范围。需要对此进行澄清。 

73. 对港口和船舶实行的多数额外卫生措施不是全国性的决定，而是针对具体港口或船

舶临时权宜地作出的决定。例如，有些国家对曾经到访过西非港口的任何船只实行三个

月的检疫。 

74. 埃博拉问题《国际卫生条例》突发事件委员会建议总干事要求取消过分措施，并注

意到这种措施具有负面影响，“阻碍了国际应对人员的招聘和返回”，而且“增加了歧视

和孤立，破坏了生计和经济，对当地人口造成了有害影响。”
1虽然观察到一些改进，但

截至 2015 年 12 月 18 日，34 个国家继续实行过分的措施2。 

75. 交通运输中断主要是因为取消了进出疫情国的飞机航班。据秘书处报告，九家航空

公司在疫情最严重时停止了一段时间的服务，到现在也未全部恢复服务。审查委员会对

该问题进行了更详细的探索并约谈了中断和未中断西非航班的航空公司、提供国外卫生

服务的商业性公司以及相关专业组织和机构的代表。这些会谈发现了若干问题。第一，

有关旅行和交通运输实体与公共卫生当局之间缺少明确和有效的集中沟通渠道，结果造

                                                 
1 就《国际卫生条例》突发事件委员会关于 2014 年西非埃博拉疫情问题第四次会议发表的声明。日内瓦，世

界卫生组织，2015 年 1 月 21 日（http://www.who.int/mediacentre/news/statements/2015/ebola-4th-ihr-meeting/en/）。 
2 世卫组织。就《国际卫生条例》突发事件委员会关于 2014 年西非埃博拉疫情问题第八次会议发表的声明。

日 内 瓦 ，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 2015 年 12 月 18 日 （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news/statements/2015/ihr- 

ebola-8th-meeting/en/）。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news/statements/2015/ebola-4th-ihr-meeting/en/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news/statements/2015/ihr-%20ebola-8th-meeting/en/
http://www.who.int/mediacentre/news/statements/2015/ihr-%20ebola-8th-meet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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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一致、不适当和过迟的信息/指导。第二，非疫情国实行了多种不同限制或要求，例

如旅客的特定入境要求以及在空中宣读通知。一名调查对象报告说，在两周内实行了 20

种不同的要求，多数不符合世卫组织的指导。与近期内前往疫情国相关的限制使商业供

应商和空中救护提供者登记业务行动和机组人员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复杂。第三，航空公

司不能保证出现常规但重大健康问题的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能够获得医疗护理，无论是

在该国或通过空运医疗后送。第四，即使当机上没有染病或接触过病例的乘客，有些国

家仍要求获得授权才能飞越其领土，或者拒绝允许飞机着陆添加燃料或过境；这造成难

以疏散罹患埃博拉之外其它疾病的患者，例如疟疾、胃肠炎、阑尾炎。第五，在有些情

况中，出境筛查期间表现为患病或发热者在不卫生的条件下或者与埃博拉患者一起被隔

离。 

76. 调查对象提出，应当设立一个常设工作队以取代目前组织针对特定事件的旅行和交

通运输问题特设工作队的做法，对埃博拉疫情就是采取了这种做法1。工作队的任务应

当是处理在埃博拉疫情期间停止旅行的不涉及《国际卫生条例》的原因，并提出建议，

使商业航空器和船舶在今后的疫情期间能够继续开展业务。然后，在需要时可以重新启

动，所处的位置更有利于迅速促进应对行动和沟通信息。还建议使世卫组织与国际民用

航空组织之间目前非正式的关系正式化，并延伸至同等海事组织，即国际海事组织。调

查对象注意到，需要保护和管制跨越国际边境的患者流动。 

3.1.4 改进缔约国遵守《国际卫生条例》的情况 

77. 审查委员会审议了可以采取的行动，以便进一步推动改进国家遵守《国际卫生条例》

的情况。制裁并不恰当，也很少有价值，但可以利用若干其它做法，以便在最大程度上

做到遵守《国际卫生条例》。 

78. 一种基于奖励的做法是由世卫组织提供或促进技术和财政支持。通过合作和支持奖

励遵规的国家是《国际卫生条例》与许多其它文书和多边条约的一个共同特征。世卫组

织范畴内的创新资助来源可以改进《国际卫生条例》的实施。例如，若干缔约国和国际

制药厂商联合会很赞赏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根据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使用世卫

组织全球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由世卫组织协调的公共卫生实验室网络）的流感疫苗、

诊断试剂和药品生产商每年向世卫组织支付现金捐款。世卫组织利用该资金在需要支持

                                                 
1 西非埃博拉病毒病疫情旅行和交通工作队的声明。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4 年 11 月 7 日（http://www.who. 

int/mediacentre/news/statements/2014/ebola-trave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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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中加强流感防范和应对能力。生产商还同意在出现流感大流行时提供各种利益，

例如大流行性流感疫苗、抗病毒药物以及与流感大流行相关的其它产品或技术。 

79. 还可以在世卫组织的范畴之外形成创新的资金来源，以便支持各国。埃博拉中期评

估小组建议审查委员会考虑“缓解不良经济影响的保险”。世界银行正在与世卫组织及其

它各方合作制定大流行应急筹资机制，通过向出现危机的国家提供资金来迅速应对今后

的疫情。做法是向投资者发放“大流行债券”，如果出现疫情，则发生倒账，从而保证在

疫情发展成疾病大流行之前获得资源进行应对。值得注意的是，世界银行的三个筹资工

具之一，即“追求成果的规划”，注重于国家的行为和机构变化1。 

80. 另一种做法所基于的观念是，“国家对声望的关注实际上是对条约维持高度遵规的

主要机制。”
2大量多边文书具备与《国际卫生条例》类似的透明规则。这种规则可以促

进遵规，因为被公开确认为违规者的风险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透明性也以更积极的方

式支持《国际卫生条例》的实施；使国家和世卫组织有机会参与关于实施《国际卫生条

例》的建设性对话并吸取其它国家的经验教训。《国际卫生条例》中促进透明性的条款

包括向世界卫生大会提交《国际卫生条例》执行情况的年度报告（第 54.1 条）以及国家

对事件进行通报和报告（第六至十一条）。第 43(3)条规定国家有义务报告，而且秘书

处有义务与其它国家分享收悉的关于国家实施显著干扰国际交通的“额外措施”的某些

信息。分享信息有赖于发送信息国的同意，而且根据关于第二次延期的《国际卫生条例》

审查委员会的建议，秘书处最近已开始通过事件信息网站共享信息。 

81. 总体上，世卫组织秘书处向其它缔约国分发国家所提供信息的权力迄今主要以得到

提供信息的缔约国的同意为条件。在有限的情况中，秘书处可以在未获得有关缔约国同

意的情况下向其它国家，甚至向公众提供来自缔约国的信息和“其它报告”（第 10(4)和

第十一条）。考虑到缔约国在此类事项方面的敏感性，秘书处迄今一直都很谨慎地应用

这些条款。有证据显示，如果世卫组织更加积极主动地提供信息，本可以缓解或避免商

业实体等非国家行为者作出的一些不利的决定。在遵守《国际卫生条例》方面，显然需

要提高透明度。 

82. 可能有各种方案，可以进一步使国家不愿意违背《国际卫生条例》。例如，在上文

提及的报告系统的基础上，可以在评估国家遵守《国际卫生条例》的情况以及公开这种

                                                 
1 “追求成果的规划”筹资办法：概况。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2015 年（见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 

PROJECTS/Resources/40940-1244163232994/6180403-1340125811295/PforR_Overview_update2015.pdf）。 
2 Downs GW, Jones MA。声望、遵规和国际法。《法律研究杂志》。2002;31(补编):S95-114。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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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或者至少使其它国家能够获得这种信息方面，加强世卫组织秘书处的作用。这是东

地中海区域办事处最近采取的做法（见 3.1.1 节）。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对其“陆生动物卫

生法典”（兽疫服务质量标准）采用的评价系统使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秘书处有强大的作

用。一个会员国可以要求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评价其兽医服务并有权要求对与本国进行贸

易的另一个会员国的服务进行评价。由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世界代表大会认可的专家对兽

医服务进行评价。与国家兽医服务机构协商产生评价报告。在国家同意时，评价报告可

以向国际发展伙伴提供，并张贴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网站上1
 

2。 

83. 埃博拉中期评估小组建议审查委员会考虑采用遏制措施，不鼓励国家采取超越世卫

组织的建议并干扰交通和贸易的措施。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虽然第五十六条允许

解决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之间就《国际卫生条例》的解释或执行发生的争端，但各国

从未利用该条，因为这很可能说明双方国家都必须同意开展解决争端的程序。 

84. 世卫组织应当考虑使用第十六条来避免不必要的额外措施。此外，委员会探索了世

界贸易组织法，作为一种可能的机制，使受传染性或非传染性事件影响的缔约国在面临

其它国家对货物和服务实行的不公平限制时寻求解决办法。世界贸易组织法与第五十六

条不同，不依赖于争端有关方面的同意，并且在违规情况下可以实行有效的贸易制裁。

把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卫生条例》的两种系统联系起来，关键可能是要根据《国际卫

生条例》第十六条制定长期建议3。这些长期建议可以涵盖诸如食源性疾病暴发等。按

理说，这些建议可以被认可为世界贸易组织法以及管制国际贸易的其它协定之下的标

准。世卫组织秘书处和世界贸易组织应当积极争取建立这种联系。 

3.2 《国际卫生条例》实施工作在埃博拉疫情中的有效性：世卫组织的作用 

85. 实施《国际卫生条例》是缔约国和世卫组织的共同责任。非政府组织、国际和国家

机构以及区域和国际网络等其它实体在加快确立核心能力和加强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

作方面具有关键性的作用4。 

                                                 
1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促进有效兽医服务的兽医服务绩效通道。兽医服务绩效评价任务。任务现状——截至 2015

年 12 月 1 日。巴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2015 年（http://www.oie.int/support-to-oie-members/pvs-evaluations/ 

status-of-missions/）。 
2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兽医服务绩效评价报告。巴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http://www.oie.int/support-to-oie- 

members/pvs-evaluations/oie-pvs-evaluation-reports/）。 
3 长期建议是世卫组织针对特定的持续公共卫生风险发布的不具约束性的意见，涉及常规或定期应用必要的适

当卫生措施，以便预防或减少疾病的国际传播并尽量减少对国际交通的干扰。 
4 加快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概要报告。《国际卫生条例》利益攸关方关于确认未获满足需求的各次

会议要点和建议。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3 年（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WHO_HSE_GCR_2013_5/en/）。 

http://www.oie.int/support-to-oie-members/pvs-evaluations/%20status-of-missions/
http://www.oie.int/support-to-oie-members/pvs-evaluations/%20status-of-missions/
http://www.oie.int/support-to-oie-%20members/pvs-evaluations/oie-pvs-evaluation-reports/
http://www.oie.int/support-to-oie-%20members/pvs-evaluations/oie-pvs-evaluation-reports/
http://www.who.int/ihr/publications/WHO_HSE_GCR_2013_5/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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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在协助国家发展、加强和维持核心能力方面，世卫组织有不可缺少的作用（方框 3）。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在国际卫生事件期间，包括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

卫组织作为全球指导和协调机关。世卫组织秘书处的监测、核实和风险评估活动是这种

领导作用的基础。 

图 5 中东呼吸综合征、脊灰和埃博拉突发事件委员会的会议，2013-2015 年 

 

 

 

 

 

87. 在埃博拉疫情的早期阶段，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缺乏领导，可能至少部分造成疫情后

来的轨迹。 

88. 还暴露了世卫组织秘书处各级基础设施的缺陷，其原因是系统性的供资不足，缺少

有技能的人力资源，没有激增能力，联系薄弱以及重视的程度较低。埃博拉疫情发生时，

中东呼吸综合征、脊灰以及 H5N1 和 H7N9 禽流感病毒感染等其它重大疫情已经使国际

应对能力的负担过重，因此更加剧了上述缺陷。召集突发事件委员会需要占用秘书处大

量的人力资源，结果在 2014 年和 2015 年期间，要求为数不多的人员为三种公共卫生风

险同时召集多个突发事件委员会（图 5）。 

3.2.1 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世卫组织的作用 

89.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世卫组织秘书处和缔约国有开展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

险沟通的互补责任。 

来源：世卫组织 16.5 

 



A69/21  Annex 

 

 

 

 

42 

方框 3. 世卫组织在《国际卫生条例（2005）》之下的主要义务* 

 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开展全球公共卫生监测和评估，并向国家传播公共卫生信息 

 如有必要，听取外部专家的意见，决定特定事件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如果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制定和建议关键性的卫生措施（听取外部专家

的意见） 

 在应对公共卫生风险和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向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支持国家评估现有的国家公共卫生机构和资源，并支持制定和加强用于监测和应对工作

以及用于指定入境口岸的核心公共卫生能力 

 监测《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实施工作并更新指导原则，以便使之保持科学有效性

并符合不断变化的要求 

*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常见问题改写；见 http://www.who.int/ihr/about/FAQ2009. 

pdf?ua=1&ua=1。 

 

90. 缔约国负责发现事件并根据标准评估事件，以便向世卫组织通报（或进行其它报

告）。作为常规公共卫生情报工作的一部分，国家在地方和国家层面上开展这些活动。

世卫组织能够与缔约国分享一些软件，协助它们开展本国的公共卫生情报职能。这将促

进国家级的风险评估能力建设以及缔约国与世卫组织秘书处之间软件的互用性。缔约国

还负责管理本国领土内的事件；这可以涉及一系列行动，包括进一步调查，决定和实施

应对措施，以及制定风险通报信息以便使公众及其它利益攸关方了解该事件，即对它们

有何影响，应当注意的事项以及正在采取什么行动。世卫组织可以按需要向缔约国提供

技术意见和业务援助，协助支持它们的风险管理活动。 

91. 在全球范围内，世卫组织定期监测数百起传染性和非传染性事件，既有通过国家归

口单位来自缔约国的正式通报，也有通过媒体、ProMed 等新闻整合机构或其它来源的

非正式信息。不重要或未得到证实的事件被过滤和排除；世卫组织对剩下的事件进行风

险评估1。对最重要的事件，世卫组织秘书处召集突发事件委员会，以便就该事件是否

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意见。当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

总干事通过发布临时建议以及开展其它协调和业务活动，协调全球应对工作的整体管

理。 

                                                 
1 见 http://www.who.int/csr/alertresponse/en/。 

http://www.who.int/ihr/about/FAQ2009.%20pdf?ua=1&ua=1
http://www.who.int/ihr/about/FAQ2009.%20pdf?ua=1&ua=1
http://www.who.int/csr/alertrespons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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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世卫组织使用两种基于网络的工具管理关于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事件管理系统在

本组织所有三级使用，作为关于特定事件的单一信息平台，以便支持风险评估和风险管

理。世卫组织建立了事件信息网站作为仅供国家归口单位进入的安全网站，以便促进世

卫组织与缔约国之间的信息共享。 

93. 此前已注意到（见 3.1.2 节），世卫组织于 3 月下旬在事件信息网站上开展并发表

了关于埃博拉疫情的三次风险评估。这些评估涉及最初在几内亚识别的埃博拉病毒以及

随后在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迅速发现的埃博拉病毒。 

94. 在国际疫情期间，世卫组织与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进行协调。全球疫情警报和

反应网络由 200 多个伙伴机构和网络组成，具有各种不同的技术和后勤技能，可以部署

用于针对具有国际影响的疫情开展快速发现、评估和应对1。在埃博拉应对工作期间，

部署了 1000 多名专家。通过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获得的信息可以促进世卫组织的

风险评估。 

召集突发事件委员会和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标准 

95.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出现重大卫生事件时，总干事可以召集一个专家委员会，

即突发事件委员会，就一个事件是否应当被确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出意

见2。按照《国际卫生条例》第四十七和四十八条，世卫组织有一份《国际卫生条例》

专家名册，总干事从该名册中和酌情从世卫组织其它专家咨询小组和委员会选定突发事

件委员会的成员。成员的选择主要以技术能力以及在有关专门技术领域内的经验为基

础。总干事力图确保《国际卫生条例》突发事件委员会的成员具有尽可能广泛的地域代

表性，并体现各种不同的知识、实际经验和做法。调查对象认为突发事件委员会应当包

括来自疫情国政府、军方、非政府组织、私立部门和卫生之外其它相关部门的代表。 

96. 我们发现，除了《国际卫生条例》本身的条款之外，世卫组织没有适用于召集突发

事件委员会和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进一步操作标准。概括地说，世卫组

织评估一个公共卫生事件是否： 

(1) 不同寻常，包括是否： 

                                                 
1 见 http://www.who.int/ihr/alert_and_response/outbreak-network/en/。 
2 关于具有国际影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国际卫生条例》程序。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http://www.who.int/ 

ihr/procedures/pheic/en/）。 

http://www.who.int/ihr/alert_and_response/outbreak-network/en/
http://www.who.int/%20ihr/procedures/pheic/en/
http://www.who.int/%20ihr/procedures/phei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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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严重的（例如，病死率很高，有流行潜力，或有多种传播途径）； 

 是非正常或未曾预计到的（例如，起源不明，症状不同寻常，或者事件本

身不同寻常）； 

 有国际传播的风险； 

 可能会正当或错误地产生风险干扰交通和贸易。 

(2) 可能需要国际上协调的应对行动。 

在进行评估时，世卫组织使用科学的原则并考虑到： 

 可得证据（包括信息空白和不确定性）； 

 受影响的缔约国提供的信息； 

 突发事件委员会的意见； 

 附件 2 中规定或在其它方面相关的其它事项，包括伴随的因素，例如人口

密度/流动性、旅游业、自然灾害、武装冲突、疫情国的公共卫生能力。 

97. 2007 年《国际卫生条例》生效以来向世卫组织通报的成千起事件中，仅有五起事件

促使总干事召集突发事件委员会，其中四起最后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脊灰、H1N1、埃博拉和寨卡。 

98. 出于若干原因，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潜在的政治意义。首先，这

使世卫组织秘书处具有职责分享关于该事件的关键信息，并向全世界提供临时建议。其

次，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确保领导和协调的一种重要工具，但所有相关

利益攸关方都必须清楚了解这种做法的影响。 

把埃博拉疫情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99. 2014 年 3 月首次正式报告出现埃博拉之后，到召集突发事件委员会和宣布国际关注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已过去了近五个月（图 3）。这一时间差可能反映监测和信息共

享方面面临的挑战，过度依赖以往埃博拉病毒病疫情的应对经验（以往的疫情多数表现

为病死率很高，但最终具有自限性），以及担忧对疫情最严重的三个国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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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审查委员会注意到在此期间采取了若干步骤，包括：通过事件信息网站定期与国家

归口单位共享最新的风险评估结果；启动（2014 年 3 月）并然后升级全球疫情警报和反

应网络的部署工作（2014 年 6 月）；按世卫组织紧急情况应对框架的定义把该事件提升

到 3 级1（2014 年 7 月）（方框 4）。 

101. 埃博拉中期评估小组的报告认为，将埃博拉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时间太晚。报告对产生作用的多种复杂问题提供了简要和坦率的概览，包括世卫组织内

部高级职员之间缺乏沟通，世卫组织担心向缔约国提出挑战以及世卫组织此前因为把

H1N1 流感大流行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曾遭受过批评2。 

102. 在对埃博拉中期评估小组的报告作出反应时，世卫组织说“根据《国际卫生条例》

确定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以《国际卫生条例》概述的标准为基础的。埃博

拉疫情期间确定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时间是根据埃博拉从三个疫情国（几内

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的流行地区向尼日利亚发生国际传播之后应用《国际卫生条

例》的标准确定的，还注意到世卫组织在早些时候曾将疫情宣布为紧急情况应对框架规

定的‘3级’（最高级别）突发事件。”
3
 

103.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在 2014 年 7 月，埃博拉病毒在“三个疫情国的流行地区”之外

的传播可以被视为转变为引起国际关注事件的过渡点。但是，从缔约国的角度来看，病

毒从几内亚传播到塞拉利昂并然后在 2014 年 3 月底传播到利比里亚，是引起国际关注

的原因。 

                                                 
1 世卫组织紧急情况应对框架提供了内部定级制度。3 级事件的定义是：在单个国家或多个国家造成的公共卫

生影响很大，要求世卫组织驻国家办事处作出重大反应和/或要求世卫组织在国际上作出重大反应。世卫组织驻国家

办事处要求提供的本组织和/或外部支持很大。由区域办事处管理的紧急状况支持小组协调向世卫组织驻国家办事处

提供的支持（见 http://www.who.int/hac/about/erf/en/）。 
2 埃博拉中期评估小组的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5 年 7 月（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 

ebola/report-by-panel.pdf）。 
3 世卫组织秘书处对埃博拉中期评估小组报告的答复。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5 年 8 月。 

http://www.who.int/hac/about/erf/en/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20ebola/report-by-panel.pdf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20ebola/report-by-pane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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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4. 2014 年埃博拉疫情期间世卫组织行动的时间顺序* 

3 月 13 日 世卫组织驻几内亚国家办事处输入事件管理系统的第一

份正式报告 

3 月 23 日 世卫组织网站上发表了关于几内亚埃博拉疫情的第一份

报告，其中介绍了几内亚卫生部和世卫组织为控制疫情

采取的措施 

3 月 25 日- 4 月 4 日 世卫组织第一次几内亚特派团 

3 月 28 日 世卫组织开始监测旅行和交通运输措施并与实施额外措

施的国家联络 

3 月 30 日 世卫组织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在几内亚进行部署 

3 月 30 日- 4 月 12 日 世卫组织第二次几内亚特派团 

4 月 2 – 18 日  世卫组织第三次几内亚特派团 

4 月 8 日 世卫组织新闻发布会向世界宣告这是“我们所遇到过的

最具挑战性的埃博拉疫情之一” 

4 月 16 日 非洲联盟和世卫组织在安哥拉举行会议。世卫组织非洲

区域主任说“流行病猖獗，但希望很快就能得到控制和克

服”。 

5 月 19 日 几内亚卫生部长向世卫组织介绍了埃博拉应对工作的结

果。他说，现场调查发现了“鼓舞人心的结果”，发生密

集传播的六个疫源地中的五个正在逐步得到控制。 

6 月 4-7 日 世卫组织埃博拉问题异地工作会议，几内亚 

6 月初 世卫组织在三国边境交界的“热点”地域开展跨境监测 

6 月 23 日 科纳克里高级别会议：几内亚总统、非洲区域主任的特

别代表、世卫组织派往几内亚的代表、联合国几内亚大

使和疾控中心 

7 月 23 日 经国际航空旅行进入一个国家（尼日利亚）的第一例埃

博拉病例得到确认 

7 月 25 日 总干事要求召集突发事件委员会 

7 月 26 日 总干事宣布埃博拉为紧急情况应对框架 3 级事件 

7 月 31 日 总干事会见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总统 

8 月 6 日 召集埃博拉突发事件委员会 

8 月 8 日 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 部分改写自：http://www.who.int/csr/disease/ebola/one-year-report/who-respons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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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警报级别的必要性 

104. 委员会注意到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二择一的结构，即事件要么被宣布

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要么就不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这可能会造成问题。在作出宣

布之前的时期，世卫组织不断强化风险评估并准备召集突发事件委员会，这可以是一个

看似静止的阶段，由于缺少世卫组织的指导，缔约国及其它利益攸关方不能肯定应当采

取什么行动，或者会发布可能与世卫组织意见不一致的指导意见。但是，应当注意到，

世卫组织使用事件信息网站，通过与国家归口单位沟通，在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之前向国家提供风险评估信息和意见。 

105. 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产生应对全球突发事件所需的大量财力和人

力资源的唯一机制，无论是涉及需要部署的人员，诊断试剂和药物的可及性，还是研制

疫苗所需的研发行动。 

106. 埃博拉中期评估小组建议本委员会考虑一种中间警报级别，可以警告全世界并“促

进防范、预防行动和资源的调拨，从而避免使状况升级。”
1审查委员会同意评估小组的

意见，即需要一种预警机制，警告全球社会注意处于“常规”公共卫生风险与最后造成宣

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间的事件。委员会还认识到，当发布这种预警时，必

须伴有明确的声明，说明为什么发布警报以及随后应当采取什么行动。 

107. 由于注意到每年发生数千起事件，而《国际卫生条例》生效以来仅召集了五次突发

事件委员会，所以审查委员会审议的一个问题是，使用较低阈值的标准以便更早地召集

针对特定事件的突发事件委员会，是否能够使世卫组织更迅速地警告全世界注意出现的

威胁。但是，这可能有风险造成全球疲软并淡化突发事件委员会程序的影响，而且涉及

的资源和成本与可能获得的效益不成正比。 

108. 委员会的观点是，设立一个常设咨询委员会可以发挥作用，就什么时候需要中间级

别向世卫组织提出意见。创建此类委员会与世卫组织提供公共卫生专家意见的职责相一

致，并符合《国际卫生条例》。 

109. 委员会还考虑到不能普遍理解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意义。因此，世

卫组织必须向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明确地说明召集突发事件委员会时以及宣布国际关

                                                 
1 埃博拉中期评估小组的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5 年 7 月（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 

ebola/report-by-panel.pdf）。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20ebola/report-by-panel.pdf
http://www.who.int/csr/resources/publications/%20ebola/report-by-pane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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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应当产生什么行动。还必须明确说明《国际卫生条例》机制产

生的警报、世卫组织紧急情况应对框架产生的警报以及机构间常设委员会（IASC）的人

道主义部门产生的警报之间有何区别和关系。调查对象一致强调了这一点。根据埃博拉

中期评估小组的建议，警报系统需要改进协调和一致性。世卫组织也需要对错误信息和

不准确的信息作出更充分的反映，并在有些情况下制定适当的沟通战略。 

3.2.2 与人道主义行为者及其它行为者交往 

3.2.2.1 人道主义 

110. 在埃博拉疫情期间，无国界医生组织等非政府组织在西非持续开展工作，提供了一

系列一线卫生服务。它们为疫情之前和早期阶段的卫生结果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并

帮助提高更广泛国际社会的认识，从而促使世卫组织等国际伙伴开展行动。部分鉴于非

政府组织提高认识的宣传，到 2014 年 3 月底，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以及疾病控制

和预防中心已派遣工作队到现场支持应对工作，并得到当地国内实验室能力的辅助。 

111. 理论上，世卫组织与人道主义行动主要参与者有很牢固的联系；本组织获得授权领

导由 48 个国际人道主义卫生组织组成的全球卫生群组1，协调在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内（协

调机构间人道主义援助的机制）进行工作的不同行为者的工作。 

112. 紧急情况应对框架概述了世卫组织在范围广泛的危害产生的突发事件中的作用和

责任2。紧急情况应对框架明确规定了世卫组织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的承诺，以及在风

险评估和沟通方面必须采取的步骤。《国际卫生条例》与紧急情况应对框架紧密地交织

在一起。事实上，紧急情况应对框架使《国际卫生条例》的法律框架得到落实；《国际

卫生条例》是紧急情况应对框架的基础，因为核心能力确保国家能够实施紧急情况应对

框架。 

113. 但是，审查委员会实际上听取了人道主义部门各方提供的证据：虽然紧急情况应对

框架和《国际卫生条例》提供的指导很明确，但现场的实施工作常常开展得较差，而且

政治上的优先重点或者现场与总部之间相互竞争的人员等级造成的问题可能会取代科

学或人道主义原则。另外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世卫组织缺乏行动紧迫感，大部分是

因为在突发事件应对方面缺少灵活性和敏捷性。人道主义社会的调查对象鼓励世卫组织

                                                 
1 见 http://www.who.int/hac/global_health_cluster/about/en/。 
2 紧急情况应对框架。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3 年（http://www.who.int/hac/about/erf/en/）。 

http://www.who.int/hac/global_health_cluster/about/en/
http://www.who.int/hac/about/er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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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充分地利用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和全球卫生群组的机制1，并发展应急业务领导者队伍，

他们可以作为人道主义协调员并在必要时推动现有的人道主义架构。关于谅解备忘录的

价值，表述了不同的意见。有些调查对象认为谅解备忘录和协议有助于明确分工或作用。

据建议，模拟演习是有用的工具，可以检验合作的潜在优势和弱点。 

3.2.2.2 私立商业部门 

114. 根据地点、能力和业务类型，私立部门可以并应当直接和间接地有助于发现传染病

暴发。贸易的持续对多数国家的经济健康至关重要，在疾病暴发期间需要努力继续开展

此类经济活动。 

115. 有些商业组织将为应对工作做出贡献，例如疫苗、药物和个人防护装备生产商，或

者维护健康及其它必要生命支持服务的提供商。 

116. 雇用大批劳动力的商业企业，尤其是在偏远或人口稀少的地区，常常有较大的卫生

机构，其中包括公共卫生的内容。委员会听取的证据说明几内亚与利比里亚边境上持续

的采矿工作从未中断，因为在矿山采用了各种程序和方案，对工人、其家人和他们来自

的社区提供监测和卫生保健，并编写和印发了符合当地文化的各种教育材料以便尽量减

少感染的可能性并在发生感染时促进尽早治疗。其它大型商业实体，例如油气和钢铁生

产企业，也继续在疫情国成功运转2。例如，凡士通利比里亚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3 月对

该公司利比里亚橡胶树种植园出现的第一例埃博拉病例作出反应时，发起了若干行动以

帮助保护公司的 8500 名员工、家属和当地人群。该公司使用一种事件管理系统协调范

围广泛的应对措施，其中包括：开展主动和被动监测以发现可能的病例，包括追溯和追

踪接触者；在卫生保健机构及其它机构采取感染控制措施；使用专门针对当地情况的程

序和设施对病人和接触者分别进行隔离和自愿检疫；制定规划促进存活者重新融入社

区；以及制定风险通报和社会动员的强大规划3。 

117. 委员会注意到，关于埃博拉疫情的许多独立审查，包括联合国高级别评估小组，涉

及私立商业部门的作用。但是，很显然在有些情况下（埃博拉疫情是其中之一），私立

部门可以有助于监测和管理疫情，并在促进政府持续的活力以及国家在恢复期的经济健

                                                 
1 关于世卫组织在人道主义卫生行动中作用的问答。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

（http://www.who.int/hac/about/faqs/en/ index3.html）。 
2 Heron RJL。埃博拉——我们从最近的疫情中学到了什么？《职业病医学》（伦敦）。2016;66:4-7. doi: 10.1093/ 

occmed/kqv163。 
3 Reaves EJ, Mabande LG, Thoroughman DA, Arwady MA, Montgomery JM。控制埃博拉病毒病——凡士通地区，

利比里亚。《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2014;63:959–65（http://www.cdc.gov/mmwr/preview/mmwrhtml/mm6342a6.htm）。 

http://www.who.int/hac/about/faqs/en/%20index3.html
http://www.cdc.gov/mmwr/preview/mmwrhtml/mm6342a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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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方面可以是很重要的，甚至可以是必不可少的。委员会还认为，用于维持采矿业务的

一些过程和程序可以提供一个模版，用于确保机场在今后的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不中断地

持续运转。 

3.2.2.3 军方 

118. 全球埃博拉应对工作需要若干缔约国军方作出显著的反应。军方的反应包括后勤、

工程、通讯、信息管理、指挥和控制以及医疗培训，但委员会仅处理了卫生保健方面的

问题。 

119. 军方卫生服务的最显著医疗贡献是提供了高质量的医疗保健和疏散设施。这很必

要，为促进部署民用卫生服务提供了必要的保证。因此，军方起到了“效力增强系统”的

作用，否则将不能达到最后充分的应对结果。但是，军方的医疗部署并不是没有问题。

委员会获悉，最初部署的一些军方医疗队仅负责照护本国的志愿者和平民。在改变政策

把医护范围扩大到所有卫生工作者之前，部署有意愿和可得的非洲志愿者工作队的可能

性有限，因为缺少有效的替代医护和疏散计划。军方医疗队的部署也有些迟缓，至少有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需要进行部署前的培训，还有一部分原因是需要采购和配备适当的个

人防护装备。 

120. 显然有许多人准备在受高度传染性疾病影响的地区自愿参加工作。但是，他们需要

获得保证，如果他们最后被感染，有计划为他们提供适当水平的医护。在短时间内提供

这种能力可能需要使用军方医疗人员，这些人员当然也需要有准备随时进行部署。对于

今后与埃博拉类似的重大传染性疾病暴发，如果有些军方医疗人员事先得到培训和装备

以便随时进行部署，就可以便利这种部署工作。 

121. 公共卫生和人道主义应对工作中出现军方医疗人员，在有些情况下可以是高度敏感

的。因此，在人道主义突发事件中部署军方医疗人员时，必须谨慎地进行管理，以防对

人道主义应对工作的民事性质产生不利的影响。对军方医药人员的依赖也不应当削弱全

球、区域和国家对创建有准备在突发卫生事件中迅速部署的健全的全球卫生应急人力队

伍作出的投资。 

3.2.2.4 区域合作 

122. 随着埃博拉疫情规模的显现，邻国和该区域的国家以及主要的区域机构是应对危机

的关键性早期重要行为者。许多国家，包括乌干达、尼日利亚、加纳和南非等，派出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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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保健工作队并发送关键性的卫生保健物资以支持遭受重创的卫生服务。塞内加尔和南

非等国提供了必要的实验室支持，包括基础设施、人员、培训和后勤支持。加纳保持边

境开放，在促进必要物资和人员进入疫情国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非洲联盟为疫情国协

调了大量军事人员和卫生保健工作者。该区域邻国的私立部门捐赠了汽车、摩托车、手

套及其它必要物资。 

123.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第四十四条，大力建议支持邻近国家。虽然各国可能未意识

到这种承诺，但很可能对埃博拉疫情国国民和政府的同情和团结精神推动了这种慷慨的

捐助，而不是为了遵守这项要求。埃博拉疫情为今后的突发事件提供的经验教训是，必

须把邻近国家和区域的迅速应对行动作为优先重点，因为这不但可以使受影响国家的国

民受益，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有助于控制和消灭疫情。 

3.2.3 世卫组织的能力和组织改革 

124. 埃博拉疫情期间世卫组织秘书处的资源供应是一个关键要点。委员会获悉，全球公

共卫生监测和风险评估的核心作用是由世卫组织总部人数很少的一个团队（4 名职员）

在区域办事处提供的支持下开展的。但是，即使有 10 至 12 名职员并具备能力要求世卫

组织内部其它技术团队提供特定专门技术，也不能达到开展关键性的全球公共卫生职能

所需的人力资源水平。为秘书处提供资源，就将能够有能力在一年中的 365 天发现、核

实、评估和监测众多事件，包括众多同时发生的事件；在埃博拉等重大事件期间，世卫

组织必须有应急计划，以便补充财力和人力资源要求。 

125. 除了提高自身职员的人数和能力，世卫组织也应当更多地使用独立专家和全球疫情

警报和反应网络等网络，协助发挥监测和风险评估方面的作用。上文已注意到，一个常

设咨询委员会可以有益于在这些领域内协助世卫组织。这将提供一个更广泛的分析参考

框架，其中考虑到事件的社会、经济、伦理和文化问题，而且不会影响世卫组织风险评

估过程的公平性或保密性。 

126. 世卫组织正在努力加强其紧急情况应对规划并使之现代化。作为这项改革的一部

分，世卫组织总干事召集了一个高级别咨询小组，为设计和建立跨越世卫组织秘书处三

个层面的平台提供意见，以便管理风险评估、风险定性、风险通报和风险管理；优化本

组织对具有健康和人道主义后果的疫情及突发事件的应对行动；并支持世卫组织，使其

有能力在疫情和突发事件期间协调会员国、联合国和业务伙伴1。审查委员会欢迎在突

                                                 
1 改革世卫组织处理具有健康和人道主义后果的疫情和突发事件工作咨询小组的职权范围。日内瓦，世界卫生

组织（http://www.who.int/about/who_reform/emergency-capacities/advisory-group/tor/en/)。 

http://www.who.int/about/who_reform/emergency-capacities/advisory-group/to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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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卫生事件方面对世卫组织秘书处进行加强（该情况已在 2016 年 1 月向执行委员会提

交1），并强调应当抓紧实施该规划。 

127. 世卫组织的新规划必须在各级获得充分的资源。尤其是，世卫组织众多区域和驻国

家办事处中需要显著加强与紧急情况相关的能力。世卫组织正在考虑针对所需的额外财

政资源的各种方案。利用联合国其它机构和伙伴机构的能力和资源是一种做法。例如，

改革世卫组织处理疫情和突发事件工作咨询小组建议世卫组织在最大程度上使用紧急

救济协调员代表联合国秘书长管理的中央应急基金2。调查对象在总体上支持增加会员

国向世卫组织交纳的评定会费，以便协助加强该领域内的能力。其它审查小组也建议了

这种做法3
 

4
 

5。调查对象建议的其它可能支持来源包括动员主要的基金会以及与私立部

门交往。 

128. 为了进一步加强应对能力，世卫组织正在建立 2011 年《国际卫生条例》审查委员

会建议的全球卫生应急人力队伍6，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基金。应急基金的目标资本为 1

亿美元，旨在资助世卫组织对突发事件的最初应对行动。该基金将使世卫组织能够部署

激增人力资源以协调急救医疗队，建立信息技术系统，处理风险通报缺陷，并采购和提

供医疗物资7。 

3.2.4 世卫组织的沟通战略 

129. 尽管世卫组织在埃博拉疫情期间开展了广泛的沟通活动，但许多调查对象对世卫组

织提供及时、相关和循证信息供主要决策者考虑采取预防措施和应对措施的能力持批评

态度。不同的利益攸关方具有不同的信息需求，例如用于准备向媒体介绍情况，以及消

除传言。需要获得及时和相关信息的组织数量和种类众多，其中包括工会、职业卫生服

                                                 
1 2014 年埃博拉病毒病疫情和所提问题：执行委员会埃博拉突发事件特别会议（EBSS3.R1 号决议）和第六十

八届世界卫生大会（WHA68(10)号决定）的后续行动：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新规划的高级设计。日内瓦，世界卫

生组织，2016 年（EB138/55）（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55-en.pdf）。 
2 改革世卫组织处理疫情和突发事件工作咨询小组的第二份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6 年 1 月

（http://www.who.int/about/who_reform/emergency-capacities/advisory-group/second-report.pdf?ua=1）。 
3  埃博拉中期评估小组的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 2015 年 7 月。（ http://www.who.int/csr/ 

resources/publications/ebola/report-by-panel.pdf）。 
4 未来全球健康风险框架问题委员会。被忽视的全球安全问题：抵御传染病危机的框架。华盛顿特区。国家医

学科学院，2016 年 1 月（http://nam.edu/wp-content/uploads/2016/01/Neglected-Dimension-of-Global-Security.pdf）。 
5  保护人类防范今后的卫生危机。全球应对卫生危机高级别评估小组的报告。2016 年 1 月 25 日

（http://www.un.org/News/dh/infocus/HLP/2016-02-05_Final_Report_Global_Response_to_Health_Crises.pdf）。 
6 决定和决议清单。第六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5 年 6 月 5 日（A68/DIV./3）。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68/A68_DIV3-en.pdf，2015 年 10 月 10 日访问)。 
7  突 发 事 件 应 急 基 金 。 日 内 瓦 ，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 2015 年 （ http://www.who.int/about/who_reform/ 

emergency-capacities/contingency-fund/Contingency-Fund-Emergencies.pdf?ua=1）。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55-en.pdf
http://www.who.int/about/who_reform/emergency-capacities/advisory-group/second-report.pdf?ua=1
http://www.who.int/csr/%20resources/publications/ebola/report-by-panel.pdf
http://www.who.int/csr/%20resources/publications/ebola/report-by-panel.pdf
http://nam.edu/wp-content/uploads/2016/01/Neglected-Dimension-of-Global-Security.pdf
http://www.un.org/News/dh/infocus/HLP/2016-02-05_Final_Report_Global_Response_to_Health_Crises.pdf
http://www.who.int/about/who_reform/%20emergency-capacities/contingency-fund/Contingency-Fund-Emergencies.pdf?ua=1
http://www.who.int/about/who_reform/%20emergency-capacities/contingency-fund/Contingency-Fund-Emergencies.pdf?u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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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部门、航空公司、媒体以及非政府组织，等等。使问题更严重的是，一些缔约国发布

不同的建议（例如在飞机上宣读的通知）和指示，以及不信任世卫组织之外的卫生主管

当局，例如工会不完全信任本国职业卫生服务部门提供的意见，因为没有得到世卫组织

正式声明的支持。在缺少权威性信息的情况下，各组织求助于因特网及其它组织。除了

缺少来自世卫组织的及时信息，会员国国内对《国际卫生条例》普遍缺乏了解和理解，

而且这种情况还延伸到国际组织、商业实体和社区。 

130. 普遍的观点是，世卫组织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最可靠的信息来源。因此，如果世

卫组织当时能够以及时和可靠的方式提供信息，这种信息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力，本可能

会改变关键性的决定（例如关于西非航班是否继续通航）。在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之前的数月内，尤其难以提供前后一致的信息，例如驻日内瓦的一名新闻记者

声称在 2014 年 5 月世界卫生大会结束之前未能见到埃博拉方面的任何技术专家，当时

只能见到世卫组织的发言人。 

131. 审查委员会的观点是，缺少来自世卫组织的及时信息，可能部分反映了世卫组织秘

书处内对关于复杂和不断演变的形势的风险评估犹豫不决。还似乎是部分由于在确定应

对行动有充分的科学证据之前，不愿意发布任何信息或者对要求做出反应。审查委员会

充分意识到，发布通告并然后必须改正或撤销，会危及世卫组织的声誉。但是，在当今

相互连接的世界中，各组织和个人现在能够从多种沟通渠道即刻获得信息，提供不准确

和迟缓的信息以及不能以及时的方式积极主动地抵制错误信息，将造成很高的代价。这

会造成各组织采用不适当的保护性政策，使公众的恐慌情绪扩散，并可以对国家和社区

产生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132. 还有关于信息欠佳的其它例子。当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未伴有明

确的声明——说明世卫组织将采取何种应对行动，世卫组织内由谁负责和领导行动，以

及联合国各机构、全球卫生群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其它机构应当做什么。与

《国际卫生条例》突发事件委员会主席会谈时，提出的一项建议是，当提供临时建议时，

突发委员会应当规定发展伙伴和机构的义务，其中要求向世卫组织进行报告。宣布国际

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应当启动世卫组织的应急反应方案并在世卫组织秘书处内

形成明确的指挥和沟通链。应当伴有明确的解释，说明为突发事件制定的沟通和联络安

排。 

133. 委员会还获悉，世卫组织本可以更多地利用国家紧急情况协调员使用的全球灾害警

报和协调系统（GDACS），既可以获得卫生情报，也可以提供及时和权威性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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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博拉疫情期间，全球灾害警报和协调系统被用于警告和动员联合国灾害评估和协调

小组前往加纳、利比里亚和马里。例如，关于在利比里亚部署该小组的在线讨论包括来

自 155 个国家和组织的 978 名灾害管理人员，详细审议了埃博拉的应对工作；这本可以

为世卫组织提供极佳的平台，既可以获取和贡献信息，也可以澄清情况并教育更广泛的

人道主义系统和国家系统。 

134. 世卫组织在埃博拉疫情期间的风险通报被认为是不够充分的。许多见证人确认他们

未能从世卫组织获得促进决策、准备向媒体介绍情况、消除传言或安抚民心所需的信息。

普遍的观点是，世卫组织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最可靠的信息来源。因此，如果世卫组

织当时能够以及时和可靠的方式提供信息，这种信息就会有很大的影响力，本可能会改

变关键性的决定（例如关于西非航班是否继续通航）。相反，在有些情况下，缺少必要

权威的组织（例如工会、职业卫生服务部门、航空公司、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成为埃博

拉疫情期间更为突出的信息来源。还发现，尽管世卫组织参加了国家紧急情况协调员使

用的全球灾害警报和协调系统，但直接参与人道主义应对工作的有些组织没有受到来自

世卫组织的充分信息。各组织和个人现在能够从多种通讯渠道立刻获得信息，而且提供

不准确和迟缓的信息以及不能以及时的方式积极主动地抵制错误信息，可以造成很高的

代价。这可以造成各组织采用不适当的保护性政策，使公众的恐慌情绪扩散，并会对国

家和社区产生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3.3 《国际卫生条例》以往建议落实情况的评估和经验教训 

135. 此前对《国际卫生条例》进行的两次审查1 2建议改进《国际卫生条例》的运作和利

用。审查委员会重申这些建议对《国际卫生条例》今后实施工作的持续重要性和相关性。

有些国家已作出反应，加强了有效应对公共卫生威胁所需的核心能力。但是，埃博拉疫

情表明，许多国家仍然不能或不愿意履行《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义务。资源制约、国

内冲突和缺少政治理解或政治意愿，都将影响到它们履行义务的能力。许多国家的卫生

系统和实验室能力仍然很薄弱，而这些方面对《国际卫生条例》的运行是至关重要的。

此外，许多缔约国实施的应对措施缺少充分的公共卫生理由，对旅行和贸易造成不必要

的干扰，从而加剧了疫情的影响。在埃博拉疫情的情况下，这些行动大大影响了预防跨

境传播和生命损失方面的全球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速度和有效性。 

                                                 
1 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审查委员会关于与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大流行有关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

实施情况的报告。总干事的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1 年（A64/10）（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 

WHA64/A64_10-en.pdf?ua=1）。 
2 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第二次延期确立国家公共卫生能力和《国际卫生条例》实施情况审查委员会

的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5 年（A68/22 Add.1）（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68/A68_22 

Add1-en.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20WHA64/A64_10-en.pdf?ua=1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20WHA64/A64_10-en.pdf?ua=1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68/A68_22%20Add1-en.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68/A68_22%20Add1-en.pdf


Annex  A69/21 

 

 

 

 

55 

3.3.1 2011 年审查委员会建议的落实情况 

136. 与 2009 年 H1N1 流感大流行有关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实施情况审查委员

会报告提出了 15 项行动建议，规定了实施每项建议的时间框架，并向世卫组织、国家

或双方共同分配了落实责任。表格中提供了 2011 年审查委员会建议落实情况的概览，

其中按完成程度分列，表明许多建议未能得到充分落实。 

137. 15 项建议中有 6 项，如果得到充分落实，本来可能会减轻埃博拉疫情的影响：两

项由国家牵头的建议涉及加快《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力建设和改进国家归口单位的运

作；两项由世卫组织牵头的建议涉及加强作出持续反应的内部能力和增强以证据为基础

的国际旅行和贸易决定；两项共同牵头的建议，即建立全球公共卫生后备人力队伍和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基金。在报告发表后的近五年内，仅“部分完成”了这 6 项建议中的

4 项。 

138. 西非受影响最严重的三个国家中的埃博拉疫情突出显示缺乏核心能力，但显然这次

失败涉及更广泛的范围，许多国家面临同样的风险，即不能尽早发现和有效应对这种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需要开展更多的工作并建立有效的国家归口单位。秘书处对这项建议

的支持侧重于培训机会和材料，而加强宣传活动的计划未能得到落实。 

139. 现在，秘书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的一个既定内容是积极主动地发现缔约国

实施的贸易和旅行措施并与缔约国开展后续工作。但是，在 2011 年注意到，《国际卫

生条例》没有规定世卫组织有任何权力在缔约国采取不当措施时实行可强制执行的制裁

措施。此外，尽管作出努力审查近期事件的经验，在突发卫生事件期间做出贸易、旅行

和边境措施方面决定的基础证据仍然很薄弱。 

140. 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强化了对世卫组织的应急反应开展更根本和广泛改革的必

要性。本报告在其它部分已讨论过（3.2.3 节），正在建立世卫组织新的突发卫生事件规

划，作为世卫组织秘书处在 2015 年确立的应急工作改革程序的一部分1
 

2。该规划的内

容涉及全球卫生应急人力队伍和应急基金，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在开展中3。 

                                                 
1 世界卫生大会关于埃博拉病毒病暴发的决定和执行委员会埃博拉问题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行动路线图。日

内 瓦 ，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 2015 年 （ http://www.who.int/about/who_reform/emergency-capacities/WHO-outbreasks- 

emergencies-Roadmap.pdf）。 
2 2014 年埃博拉病毒病疫情和所提问题：执行委员会埃博拉突发事件特别会议（EBSS3.R1 号决议）和第六十

八届世界卫生大会（WHA68(10)号决定）的后续行动：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新规划的高级设计。日内瓦，世界卫

生组织，2016 年（EB138/55）（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55-en.pdf）。 
3 改革世卫组织处理疫情和突发事件工作咨询小组的第二份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6 年 1 月

（http://www.who.int/about/who_reform/emergency-capacities/advisory-group/second-report.pdf?ua=1）。 

http://www.who.int/about/who_reform/emergency-capacities/WHO-outbreasks-%20emergencies-Roadmap.pdf
http://www.who.int/about/who_reform/emergency-capacities/WHO-outbreasks-%20emergencies-Roadmap.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55-en.pdf
http://www.who.int/about/who_reform/emergency-capacities/advisory-group/second-report.pdf?u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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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审查委员会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 2011 年经过仔细推理产生的建议在随后数

年内仅得到部分落实。第一方面是，如果《国际卫生条例》是全球卫生安全的基础性战

略，那么其作用事实上基本未得到认可，获得的支持力度也不够。国家政府最高层面上

薄弱的政治意愿以及对《国际卫生条例》及其要求的有限了解和理解是造成《国际卫生

条例》实施欠佳的核心问题。这一因素加上缺少财政资源和专门技术以便确立核心能力，

使《国际卫生条例》的实施工作成为多数国家无法应对的挑战。此外，作为一份国际法

律文书，《国际卫生条例》很难进行宣传，因此政治领袖和决策者、公共卫生和临床专

业人员以及民间社会及其它利益攸关方对《条例》的认识水平很低。 

142. 第二方面涉及背景。这些建议是在 2009 年 H1N1 流感大流行之后制定的，而该次

流感大流行产生的公共卫生影响不太严重。世卫组织被指责为反应过度，浪费资源并缺

乏适当的程序来管理突发事件委员会成员的潜在利益冲突。这种背景可能不利于充分和

迅速地落实《国际卫生条例》审查委员会在 2011 年提出的建议。 

3.3.2 2014 年审查委员会建议的落实情况 

143. 2014 年第二次延期确立国家公共卫生能力和《国际卫生条例》实施情况审查委员

会的报告以 2011 年审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建议为基础，提出了关于《国际卫生条例》

未来实施工作的建议。因此，虽然审查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中未做具体规定，但委员会选

择对 2014 年的报告进行评论。 

在报告中，2014 年第二次延期确立国家公共卫生能力和《国际卫生条例》实施情

况审查委员会注意到加速发展《国际卫生条例》能力的若干短期和长期行动。委员会强

调，具备关于缔约国核心能力健全程度的更充分信息是至关重要的，建议加强“对运作

能力的定期评价采用更注重行动的做法”
1。在埃博拉疫情的背景下，这些建议的落实有

助于改进对《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力的评估。本报告中其它地方已讨论过，世卫组织

正在积极开展规划加强核心能力的评估，受到世卫组织所有区域委员会的好评。尤其是，

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注重于推动与评估核心能力相关的改革。委员会还注意到健全的评

估做法，包括在许多其它部门中作为规范的外部评估，已成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倡议的

标志（见 3.1.1 节）。 

 

                                                 
1 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第二次延期确立国家公共卫生能力和《国际卫生条例》实施情况审查委员会

的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 2015 年（A68/22 Add.1 ）（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68/ 

A68_22Add1-en.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68/%20A68_22Add1-en.pdf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68/%20A68_22Add1-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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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11 年《国际卫生条例》审查委员会建议的落实程度1
 

 

       建议 无进展 仅部分落实 显著进展 几乎完全落实 完全落实 

 1. 加快实施《国际卫生条例》要求的核心能力（由国家领导/长期）2
           

 2. 加强世卫组织事件信息网站（由世卫组织领导/1 年）           

 3. 增强以证据为基础的国际旅行和贸易决定（由世卫组织领导/长期）           

 4. 确保所有《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必要的权威和资源（由国家领导/2

年）           

 5. 加强世卫组织作出持续反应的内部能力（由世卫组织领导/1 年）           

 6. 改进突发事件委员会的任命惯例（由世卫组织领导/1 年）           

 7. 修订大流行防范指南（由世卫组织领导/2 年）           

 8. 制定和运用评估严重程度的措施（由世卫组织领导/2 年）           

 9. 优化对指导文件的管理（由世卫组织领导/1 年）           

 10. 制定和实施战略性的全组织范围沟通政策（由世卫组织领导/1 年）           

 11. 鼓励事先缔结疫苗分发和提供协定（共同领导/2 年内）           

 12. 建立更广泛的全球公共卫生后备人力队伍（共同领导/2 年内）           

 13. 创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基金（共同领导/2 年内）           

 14. 在共享病毒以及获得疫苗和其它利益方面达成一致（由国家领导/1 年）           

 15. 开展综合性流感研究和评价规划（共同领导/长期） 
          

 

                                                 
1 本评估系基于目前状况，而不是审查委员会建议的时间框架。 
2 长期界定为超过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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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从评估到建议 

144. 审查委员会评估的结论是，自《国际卫生条例（2005）》于 2007 年生效以来，只

有少数国家加强了必要的核心能力以便防范和有效应对公共卫生威胁，多数缔约国不能

或不愿意履行《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义务。资源制约、国内冲突和缺乏政治理解或意

愿，都对国家履行义务的能力产生了影响。 

145. 埃博拉疫情揭示了《国际卫生条例》实施工作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上的缺陷，

包括涉及卫生服务的公平获取、对脆弱人群的考虑、社会经济条件、第三条中要求的“尊

严、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透明和无歧视（第四十二条）。这种情况在非洲区域最为明

显（方框 5）。 

146. 此外，许多缔约国和利益攸关方选择忽视《国际卫生条例》的一项主要目标，由此

实施了限制人员和货物流动的措施。这些行动对全球应对工作的速度和有效性产生了负

面影响。 

147. 埃博拉疫情表明，既使在一个国家中不能落实《国际卫生条例》的要求，也会危及

快速和有效应对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全球性志向。所有层面上都暴露出世卫组织开

展有效应对行动的必要基础设施薄弱，原因是系统性的供资不足、缺少有技能的人力资

源以及缺乏重视。 

148. 要有效地实施《国际卫生条例》和更广泛的全球公共卫生应对行动，就需要采取紧

急行动。 

149. 下一步必须注重于实施《国际卫生条例》的战略以及加强世卫组织秘书处各级及其

伙伴关系。这些行动将促进国际社会的公共卫生威胁预警工作并改进风险评估、风险管

理和风险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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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5：非洲对埃博拉疫情的反思 

在 2015 年题为“超越埃博拉建设卫生安全”的开普敦会议期间1，加纳卫生部副部长

Victor Asare Bampoe 博士概括了暴露出非洲内外众多国家卫生系统局限性的各种失误：

“在这些国家，《国际卫生条例》的许多职能不能在国家卫生系统中正常运行或得到充

分反映。协调不力、社区参与程度低下导致不信任卫生服务机构、卫生设施中缺乏对感

染的预防和控制以及卫生保健工作者短缺，继续使许多国家不能有充分准备面对卫生安

全风险。”缺少卫生保健工作者培训规划以及不能留住有技能的人员，进一步削弱了该

区域应对突发事件和建立有效监测系统的能力。为这些国家提供强有力的卫生安全机构

以及必要的财力和人力资源，应当是整个国际社会的一项优先重点。 

来自西非的一名卫生部长强调了全球埃博拉应对工作中的又一个重要弱点。航空公

司和有些发达国家隔离了西非的疫情国，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结果对人道主义援助工

作和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要求贫穷国家遵守《国际卫生条例》，但是

当涉及不适当的旅行限制和对国家的隔离时，并不同样坚持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国际

卫生条例》，会使《国际卫生条例》被视为一种不公平的工具，只保护较富裕国家的需

求，而对较贫穷国家的需求缺乏平等的考虑。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会造成较贫穷国家

不愿意报告公共卫生威胁，因为害怕潜在和深远的社会与经济后果。为了避免发生这种

情况，对《国际卫生条例》的实施工作必须有共同的全球理解和承诺。非洲每年出现约

100 起公共卫生事件，影响到许多国家，常常跨越边境并涉及多个部门（图 6）。《国

际卫生条例》要产生最大程度的全球影响，就必须在突发事件之前、期间和之后保证调

拨适当的资源以及避免无正当理由的旅行限制，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能保证全球公众的健

康。 

  

                                                 
1 实施《国际卫生条例（2005）》。总干事的报告。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6 年（EB138/19）（http://apps.who.int/ 

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19-en.pdf）。 

 

http://apps.who.int/%20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19-en.pdf
http://apps.who.int/%20gb/ebwha/pdf_files/EB138/B138_19-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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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5 年非洲报告的公共卫生事件* 

来源：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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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议 

150. 如果世界真正想要在未来防范以及迅速和有效地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必须提

高对《国际卫生条例》给予的重视，解决全球埃博拉应对工作中的不公平现象，并加强

世卫组织在协调实施《国际卫生条例》方面的作用。 

151. 我们的建议分成两组：(i)根据新的提案确保实施《国际卫生条例》的战略（建议

1-6）；(ii)通过加强《国际卫生条例》实施方面的现有做法，改进《国际卫生条例》的

运作（建议 7-12）。 

152. 附录 III 载有对埃博拉中期评估小组和联合国高级别评估小组向本审查委员会所提

建议的答复。 

建议 1：实施而不是修订《国际卫生条例》 

审查委员会发现： 

153. 本审查委员会的观点是，国际埃博拉应对工作中的失败不是《条例》文本中重大缺

陷的结果。审查委员会认为《国际卫生条例》仍然是预防和控制公共卫生风险在国际上

传播的不可缺少的法律框架。《国际卫生条例》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实施欠佳。 

154. 对《国际卫生条例》进行彻底审查之后，审查委员会认为：开启修订程序将需要数

年的时间，而《国际卫生条例》的实施非常紧迫；还可能会分散注意力，把侧重点从实

施转变为讨论《国际卫生条例》的范围、机制或用词。虽然委员会认识到，对《国际卫

生条例》的条款不可避免地存在可以做出改进的地方，例如简化制定长期建议的程序，

但委员会认为对《国际卫生条例》进行修订的风险远远超过任何可能的效益。 

155. 在制定本报告中的新建议时，审查委员会确定不需要对《国际卫生条例》进行修订。 

审查委员会建议： 

现在开启《国际卫生条例》修订程序，既没有必要，也不会产生效益。 

建议 2：制定全球战略计划，提高公共卫生防范和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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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委员会发现： 

156. 虽然世卫组织制定了技术指导和区域战略并根据需要向各国提供实施意见，但由于

缺少一个总的战略来指导国家如何把《国际卫生条例》付诸实践并监测全球进展情况，

所以世界仍然没有为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做好准备。此外，很显然许多资源较贫

乏的国家将不能在 2016 年 6 月的最后截止日期之前靠自己的力量达到核心能力要求。

在没有国家自主决策的支持性战略的情况下进一步规定非正式的截止日期，不会起到任

何作用。事实上，需要制定具有宏伟但可实现的目标和里程碑的全球战略。 

157. 审查委员会注意到，面临的挑战是要在采取迫切行动的必要性与资源较贫乏的缔约

国不能在短期内按需要加强卫生系统的现实情况之间达成平衡。委员会的意见是，应对

这项挑战的适当办法是采用一个十年计划持续改进公共卫生防范工作，最初 1-3 年的优

先重点为实施《国际卫生条例》。 

审查委员会建议： 

世卫组织秘书处应当与缔约国及其它主要利益攸关方一起，带头制定提高公共卫生

防范能力的全球战略计划，确保实施《国际卫生条例》，尤其是要确立和监测核心能力。

全球战略计划应当充实区域办事处和国家计划的制定工作。 

世卫组织秘书处和缔约国： 

2.1 战略计划应当： 

2.1.1 制定供 2017 年世界卫生大会认可，随后提交大会供缔约国和发展伙伴每年审

查进展情况。 

2.1.2 利用世卫组织的《国际卫生条例》监测和评价框架，提出持续审查和改进核心

能力的规划。 

2.1.3 有明确的程序和业绩指标，目的是为了改进《国际卫生条例》的实施以及公共

卫生防范和应对工作。 

2.1.4 包括业绩指标，评估针对“国际公共卫生警报”（见建议 6）和国际关注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全球应对行动的优势和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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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具有如下时间安排（见图 7）： 

 到 2017 年 12 月，每个缔约国应当有计划（“国家行动计划”）发展和维持

作为优先重点的国家核心能力，并按需要得到国际伙伴的支持。该计划应

当由有关政府与区域办事处协商进行批准，并应当有向世卫组织进行报告

的指标和目标（见建议 5）。 

 国家行动计划应当包括对国家能力开展以五年为周期的定期内部和独立外

部联合评估，向世界卫生大会报告的每次评估结果应当与改进或维持措施

联系起来。 

 到 2017 年 12 月，所有区域办事处应当制定经过成本核算并作为优先重点

的区域实施计划，还将进一步修订这些计划以支持国家行动计划并确保国

家层面上的持续改进。 

 到 2022 年，每个缔约国应当已完成至少一个周期的联合外部评价（见建议

5）以及对国家行动计划的审查。 

 到 2022 年，世卫组织应当已完成全球战略计划的中期审查，以便确认取得

的进展并相应地修订计划。 

 到 2027 年，世卫组织应当向世界卫生大会报告全球战略计划和《国际卫生

条例》的审查情况。 

2.2 全球战略计划应当包括来自世卫组织、发展伙伴和私立部门的财政和技术支持，这

种支持应当作为奖励措施，与实现国家行动计划中事先确定的里程碑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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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为实施建议 2 和 5 提出的时间安排 

 

 

 

 

 

 

 

 

建议 3：资助《国际卫生条例》的实施工作，包括支持全球战略计划 

审查委员会发现： 

158. 许多缔约国和国际发展伙伴没有充分重视提供必要的资助和合作以便加强和维持

《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公共卫生能力。在资源有限的国家和脆弱国家中资助核心能力

实施工作，对缔约国尤其具有挑战性；埃博拉疫情突出地显示，在这些环境中，如果事

件发生之前、期间和之后没有显著的外部财政和技术支持，就不可能实施《国际卫生条

例》。有些疫情国报告说，国家不能自主管理国际发展伙伴向国家提供的资源，这也表

明需要更大程度的国家协调和能力。 

159. 组织本审查委员会的目的不是为了对《国际卫生条例》实施工作的资金供应要求开

展详尽的经济分析。但是，委员会注意到已作出了估算，并认为按目前的供资水平，世

卫组织不可能履行在所有层面上提供支持和协调的全球职责。审查委员会注意到，埃博

拉中期评估小组和联合国高级别评估小组建议增加向世卫组织预算交纳的评定会费。 

S=世卫组织秘书处; SP=缔约国; DG=总干事; RO=区域办事处; 

WHO=世界卫生组织; GSP=全球战略计划; NAP=国家行动计划
* 本决定不是《国际卫生条例》审查委员会报告 的一部分
**这将促使世卫组织制定全球战略计划
***这将促使制定国家行动计划

(S和SP) 审议并
批准新的世卫组
织《国际卫生条
例》监测和评价
框架，包括外部
联合评价工具*

2019年
12月

2016 年
5月卫生大会

2017年
5月卫生大会

2017年
12月

2022年
12月

2027 年
5月卫生大会

(DG) 请卫生大会

批准修订的一揽
子年度单一报告
(5.8)

(S和SP) ***
审议 GSP供
批准 (2.1.1)

(SP) 与区域办事处

协商并最终确定和
批 准 本 国 的 NAP

(2.1.5)

(RO) 制定和最终确
定区域办事处计划
(2.1.5)

(SP) 至少完成一
个周期的外部联
合 评 价 并 修 订
NAP以及至少每

五年重复上述工
作(2.1.5; 5.1)

(WHO:DG和 SP)

完成中期审查并
修订GSP(2.1.5)

2020年
12月

(SP) 开始实施世卫组织
《国际卫生条例》监测和评
价框架并开展一次外部联合
评价(5.1)

(SP) 根据外部联合评价结果
更新NAP (5.2)

(DG)**提交《国际

卫生条例》审查委
员会的报告 (2)

(S) 完成GSP的最
后审查并提交报
告 (2.1.5)

来源：《国际卫生条例》审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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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委员会建议： 

世卫组织、各缔约国和国际发展伙伴应当迫切致力于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上提

供经济支持，促进全球战略计划的成功实施。 

缔约国 

3.1 作为国家卫生系统的一项优先重点内容，调拨适当的资源用于发展、维持和评估《国

际卫生条例》核心能力。 

3.2 从 2017 年开始，增加向世卫组织秘书处交纳的摊款，以便允许在总部、区域和国

家层面上建立有效的突发卫生事件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规划，包括世卫组织

突发事件应急基金，使世卫组织能够在资源有限的国家中支持有效的紧急应对工作。 

世卫组织秘书处 

3.3 作为全球战略计划的一部分，与国际发展伙伴一起，在制定经过成本核算的《国际

卫生条例》实施工作国家行动计划方面向缔约国提供援助。 

3.4 促进资源有限的国家与其它缔约国或国际行为者之间的伙伴关系，确保把技术和财

政援助作为优先事项。提供这种援助的条件是国家必须对核心能力开展独立审查并把经

济奖励措施与达到事先确定的里程碑联系起来。 

3.5 促进发展伙伴与缔约国之间的合作，鼓励采取措施，从经济上奖励核心能力达标以

及在新出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提供支持。 

国际发展伙伴 

160. 为了支持全球战略计划、区域办事处计划和国家行动计划： 

3.6 联合国发展集团、世界银行等发展伙伴以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应当根据《国际

卫生条例》第四十四条，继续资助和支持需要财政和技术支持的国家，这种支持应当作

为奖励措施，与国家计划中事先确定的里程碑联系起来。 

3.7 在世卫组织的支持下，世界银行应当提高资金的可及性，使缔约国有能力紧急加强

《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力，重点为最脆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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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4：提高对《国际卫生条例》的认识，并重申世卫组织在联合国系统内实施《国际

卫生条例》方面的领导作用 

审查委员会发现： 

161. 《国际卫生条例》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多边框架，根据世卫组织《组织法》，该框

架对缔约国和本组织具有法律约束力，必须遵守协定保护世界人口避免疾病威胁，尤其

是可能会在国际上传播的疾病。但是，全球（包括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系统）对《国际卫

生条例》及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的潜在作用缺乏充分的理解。 

162. 埃博拉危机产生的证据证实，在公共卫生危机中以及对《国际卫生条例》都需要

明确的领导。审查委员会认为世卫组织的职责包括这种领导作用。委员会审议了联合国

高级别评估小组关于设立一个全球公共卫生危机问题高级别理事会的建议。在认识到必

须提高全球范围内对《国际卫生条例》了解的同时，委员会的意见是这种机构可能会与

世卫组织的职责重叠，并因此在突发事件期间引起管理方面以及世界卫生大会职权方面

的混乱。委员会强调世卫组织必须在实施《国际卫生条例》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审查委员会建议： 

通过指定倡导者，可以在联合国系统内提高对《国际卫生条例》的了解和认识。应

当重申世卫组织在领导和管理《国际卫生条例》实施工作方面的重要作用。 

联合国秘书长 

4.1 应当考虑使联合国秘书长减少灾害风险问题特别代表的职权中包括作为《国际卫生

条例》倡导者的职责，以便确保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各部门对《国际卫生条例》有充分

的了解并给予突出的地位，并确保持续的实施工作得到密切监测。这将能够提高全球对

《国际卫生条例》的了解和认识，并将成为来自世卫组织之外的有力信号，说明《国际

卫生条例》不仅对卫生部很重要，而且对国家政府也很重要。 

世卫组织总干事和联合国秘书长 

4.2 应当加强世卫组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评估、管理和沟通方面的核心作用

（见建议 12）。审查委员会不支持按目前提出的方案组成全球公共卫生危机问题高级别

理事会，委员会建议在对联合国高级别评估小组报告中建议 26 的实施作出任何决定之

前，联合国秘书长和世卫组织总干事应当进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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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根据世卫组织在协调跨部门的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审查

委员会建议世卫组织总干事与联合国秘书长之间尽早开展协商，以便促进有效和协调的

全球应对行动。 

建议 5：引进和促进对核心能力进行的外部评估 

审查委员会发现： 

163. 对缔约国在确立《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力方面进展情况的评价主要以自我评估

为基础。虽然世卫组织参与了这种评估，但自我评估具有显著的缺陷。例如，在 2014

年晚些时候，据东地中海区域得到世卫组织支持的一次外部评价揭示，以前的自我评估

未能发现或识别核心能力方面的一些不足之处。因此，外部评价似乎是一种必要的补充

手段。委员会认为，由于全球卫生安全议程也要求参与国报告《国际卫生条例》实施情

况，所以有可能会创建平行的系统，对国家造成负担。委员会对世卫组织《国际卫生条

例》监测和评价框架表示欢迎，其中包括与全球卫生安全议程合作制定《国际卫生条例》

针对所有危害的联合外部评价工具。将向第六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提交新的评估做法，

委员会鼓励予以认可。委员会认识到存在其它相关评价框架，并注意到其它框架的评估

结果可以公开获取。 

审查委员会建议： 

得到外部评估补充的《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力自我评估被认可为监测和加强《国

际卫生条例》实施工作的最佳做法。 

缔约国 

5.1 自 2016 年起，所有缔约国应当利用世卫组织《国际卫生条例》监测和评价框架，

包括由世卫组织任命并得到缔约国认可的内部和外部综合评价小组实施并获得共同资

助的联合外部评价工具以便最大程度地实现客观性，对本国的核心能力1开展紧急评估，

并确保及时向世卫组织提交评估结果。到 2019 年 12 月，每个缔约国应当完成第一次联

合外部评价，并至少每五年重复一次。 

                                                 
1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第 5、13、19 和 20 条以及附件 1A 和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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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在实施联合外部评价工具之后一年内，缔约国应当酌情在世卫组织区域和驻国家办

事处的支持下，更新国家行动计划（见建议 2.1.5）。根据本国和《国际卫生条例》的公

共卫生优先重点，该计划应当处理能力方面发现的空白。为了填补使用国家资源不能应

对的能力空白，缔约国应当与伙伴国家或其它国际发展伙伴形成积极的伙伴关系（见建

议 12）。 

5.3 自 2017 年 5 月起，尚未完全实现最低程度核心能力的缔约国应当每年向世界卫生

大会进行报告，包括关于使用联合外部评价工具开展评估的每个领域和国家计划的进展

情况与结果的具体信息。已实现核心能力的缔约国也应当每年向世卫组织报告本国在不

同领域内的能力维持活动和能力状况。 

5.4 由于意识到需要避免不必要地加重缔约国的报告负担，任何或所有报告要求可以综

合成提交世卫组织的一份单一报告。 

世卫组织秘书处 

5.5 世卫组织应当制定指导手册和培训规划，协助国家根据国情实施《国际卫生条例》。

这种指导和培训应当解释核心能力要求、评估程序、与发展或资助伙伴的联系以及向世

卫组织提交的报告。 

5.6 由于注意到双重报告制度对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和全球卫生安全议程进行报告的

国家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世卫组织应当使用其全球协调职责，确保全球卫生安全议程

与《国际卫生条例》共享统一的报告。 

5.7 世卫组织应当使用以风险为基础的做法，优先考虑为面临出现新型疾病或疫情风险

的资源有限和脆弱的国家提供技术支持。 

5.8 总干事应当促请世界卫生大会同意各缔约国和秘书处每年以一份单一的报告向世

界卫生大会报告《条例》实施情况的方法作出以下改变： 

5.8.1 世卫组织将报告缔约国使用或同意使用哪种评估工具，包括联合外部评价工

具。 

5.8.2 世卫组织应当向每届世界卫生大会分发以往 12 个月中开展的所有评估（包

括使用联合外部评价工具或其它方法的评估）的结果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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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 世卫组织应当使世界卫生大会了解，在评估或发展/维持核心能力方面向哪

些缔约国提供了技术或其它方面的支持，并概述支持的性质，包括世卫组织促进或

与第三方安排的支持。 

5.8.4 已制定国家行动计划的缔约国必须确保向世界卫生大会提交的《国际卫生条

例》实施情况年度报告包括专门以本国最近期评估和国家计划的每项内容、核心能

力整体状况以及需要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最高重点领域为基础的实施现状、活动和进

展的最新情况。 

5.8.5 作为通过世卫组织向世界卫生大会进行年度报告的一部分，未使用联合外部

评价工具的缔约国应当概述本国在 2016 年之后发展和维持核心能力的意图。 

5.8.6 对核心能力截止日期进行第二次延期（即 2016 年 6 月）的所有缔约国应当

向世卫组织提供（最迟在 2016 年 12 月，以便在 2017 年转呈世界卫生大会）本国

实施计划中组织和描述的最终实施进展报告。 

国际发展伙伴 

5.9 发展伙伴以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应当发展现有的行动，包括考虑诸如卫生部/

国家公共卫生机构之间进行“结对”，把支持实施《国际卫生条例》作为加强卫生系统的

综合做法的一部分，尤其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以及脆弱国家中。 

建议 6：改进世卫组织的风险评估和风险沟通 

审查委员会发现： 

164. 根据《国际卫生条例》，世卫组织和缔约国在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方

面有特定但互补的责任；但是，在埃博拉应对行动期间，世卫组织和缔约国都没有足够

的能力充分履行这些责任。此外，这些责任协调得很差。 

165. 总干事把事件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国际卫生条例》警告世

界出现了重大健康威胁的最有力工具之一。但是，关于召集突发事件委员会和确定国际

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标准，或者终结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标准，没有

普遍的理解。如果总干事召集突发事件委员会，但最后确定未出现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同样鲜有指导说明该委员会现行的职责应当是什么，以及应当如何处理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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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件具有二择一的性质，即要么被宣布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要么就不

算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可以意味着世界需要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从相对静

止的状态迅速转变为紧急状态。需要一种中间警报级别，当出现的潜在威胁不符合国际

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标准但仍然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来限制可能的疾病传

播时，向世界发出警报。此外，除了通过事件信息网站与国家归口单位共享的众多风险

评估，世卫组织的风险评估工作的透明度或外部审查微不足道。世卫组织需要改变程序，

提高本组织对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风险进行评估的有效性和透明度。 

166. 委员会注意到世卫组织的信息业务不能令人满意。在当今相互连接的世界中，世

卫组织需要重新权衡所提供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之间的利弊。使问题更严重的是，缔

约国内部以及在 适当时需要应对埃博拉危机的组织对《国际卫生条例》及其实际影响

普遍缺少了解。但是，当世卫组织提供信息时，这种信息得到高度重视并具有极大影响。 

审查委员会建议： 

由世卫组织设立一个常设咨询委员会，主要目的是定期审查世卫组织的风险评估和

风险通报；采用新的风险类别创建需要采取具体后续工作的中间警报级别，名称为国际

公共卫生警报；以及制定经更新的沟通战略。 

世卫组织秘书处 

6.1 应当设立一个常设咨询委员会，主要目的是对风险评估和风险沟通定期进行审查并

向总干事提供意见。该委员会将提高世卫组织风险评估和风险沟通的透明度、质量和信

任度。委员会的观点是，设立一个常设咨询委员会，可以就什么时候需要发出警报的问

题向世卫组织提出意见。创建这样一个委员会符合世卫组织提供公共卫生专家意见的职

责，而且与《国际卫生条例》的精神相一致。附录 IV 载有该常设咨询委员会的指示性

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法。 

6.2 应当引进低于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警报新级别，称为国际公共卫生警

报。发布国际公共卫生警报将是实现中间警报级别的灵活和快速的方法。若干专家组和

缔约国曾要求在不修订《国际卫生条例》的情况下采用这种中间警报级别。国际公共卫

生警报将需要开展特定的风险评估，其中酌情包括来自常设咨询委员会的客观性的专家

意见。关于国际公共卫生警报和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都应当在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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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公开获得的手册中规定这些警报的目的和标准，及其产生的业务和财政后果。在确定

国际公共卫生警报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应当包括但不局限于： 

 疾病的性质 

 传播的地理范围 

 协调应对行动的复杂性 

 政治和媒体关注程度 

 是否是一种新出现的疾病 

 该事件是否会导致旅行和贸易限制 

 该事件是否有可能成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6.3 为了确保与不同风险程度相关联行动的一致性并减少混乱，《国际卫生条例》的风

险分级和应对行动、更新的紧急情况应对框架以及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激活水平之间的关

系应当明确地记录在案并通告所有利益攸关方。 

6.4 应当在总部、区域和驻国家办事处层面上制定风险通报战略，以便： 

6.4.1 利用所有可得的沟通形式，提供及时、权威性和有重点的信息，并且对错误

信息和不断改变的情况迅速作出反应。 

6.4.2 通过改进风险通报来支持国家，具体做法为：发表关于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

公共卫生事件的快速风险评估结果；更新《疫情沟通指导方针》1以及支持缔约国

通报风险的其它材料，这些材料可以根据当地情况进行调整，目的是要充实对《国

际卫生条例》的了解。 

6.4.3 在出现突发事件时，提供与私立部门行为者（例如制药、旅行、贸易、运输

等公司）相关的明确和一致的沟通信息，使它们能够相应地调整业务和计划并避免

采取无正当理由的行动。 

                                                 
1《世卫组织疫情沟通指导方针》。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05 年（http://www.who.int/risk-communication/ 

guidance/about/en/，2016 年 3 月 15 日访问）。 

http://www.who.int/risk-communication/%20guidance/about/en/
http://www.who.int/risk-communication/%20guidance/abou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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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积极主动和果断地使用《国际卫生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与缔约国和公众

共享关于公共卫生风险的信息，并与缔约国及其它利益攸关方接触，提高对《国际

卫生条例》的了解和透明度。 

6.4.5 与其它机构建立活跃的沟通和协调渠道，以便持续地共享信息，从而为危机

期间的有效沟通建立基础。 

6.4.6 在世卫组织内部制定一致和首要的叙述性信息和重要头条新闻信息，可以直

接发给通信从业人员，使不同的利益攸关方能够制定一致的具体信息。这将尽量减

少相互矛盾的信息和混乱。 

6.4.7 不仅在世卫组织的安排中（即一致的内部通讯），而且在不同的外部利益攸

关方之间（即缔约国和合作伙伴），确保对沟通程序和结果有更大程度的自主权。 

6.4.8 建立健全的聆听渠道（观点调查、民意调查、社区反馈），以便更好地处

理认知和信息空白，以符合当地条件的方式及时处理这些空白。 

第 II 节：通过加强实施《国际卫生条例》的现有做法，改进《国际卫生条例》的运作 

建议 7：提高遵守额外措施和临时建议要求的程度 

审查委员会发现： 

167. 总干事在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发布的建议提供了以客观和独立

的专家评估为基础的指导。在埃博拉突发事件期间，许多国家采取了不必要的限制性和

无正当理由的卫生措施，违背了临时建议，对当地人群造成危害并干扰了全球应对工作。 

168. 缔约国不适当的限制是造成航空公司停止运行的一个主要因素，但还有许多其它

因素也起到作用。其中包括疫情国不能为机组人员提供有安全保障的住宿；如果需要进

行检疫，认为缺少供机组人员使用的安全设施；患病机组人员空运医疗后送的相关问题

（部分由于国家的不适当限制）；缺少航空公司决策者需要的及时和权威性的信息，等

等。 

169. 虽然不排除缔约国实施未经世卫组织建议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必须符合《国际卫

生条例》规定的若干要求。许多缔约国不能遵守某些或所有要求。在有些情况下，世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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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高层官员直接与部长和政府首脑沟通，以及与国家归口单位沟通，以便撤销过分的

措施；他们的努力常常不能取得成功。 

审查委员会建议： 

各缔约国应当确保它们实施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符合《国际卫生条例》。因此，世

卫组织应当提高各缔约国所采用额外措施的透明度以及临时建议的公开性，与国际旅行

和贸易组织形成伙伴关系，并与其它相关私立部门利益攸关方交往。 

世卫组织秘书处 

7.1 当确定出现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当加强对缔约国实施的应对措施和非

国家行为者采取的行动以及这些措施和行动对其它缔约国的影响进行积极监测的做法。 

7.2 应当对实施额外措施的缔约国根据第四十三条提交的公共卫生理由进行审查，并通

知该缔约国，世卫组织秘书处是否认为这些措施是适当的。 

7.3 当一个缔约国实施的额外措施超越针对该事件的临时建议并且/或者对一个或多个

其它缔约国具有不合理的不良影响，而且出现以下情况之一： 

(i) 未通知世卫组织或者应要求提供此类措施的详细情况，或者 

(ii) 未提供充分的公共卫生理由，或者 

(iii) 未在三个月内对此类措施进行审查，或者 

(iv) 当世卫组织秘书处要求重新进行考虑时，未能照办，除了在事件信息网站上立

刻张贴并定期更新这方面的信息（包括世卫组织和/或该缔约国的后续通信），委员

会建议在两周之后，秘书处应当在世卫组织网站上张贴一份情况概要，并提请世卫

组织执行委员会和世界卫生大会随后的会议注意该事项。 

7.4 世卫组织与缔约国接触时，应当使用一种升级通道，包括通过与国家归口单位联系，

逐步提高与缔约国的沟通渠道级别，包括酌情与部长和政府首脑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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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世卫组织应当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及其它相关

利益攸关方一起建立一个专题小组，促进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

风险沟通方面与旅行行业开展快速信息共享，在危机期间确保必要的旅行（包括空运医

疗后送，等等）能够继续进行。 

缔约国： 

7.6 确保实施的所有与国际交通和贸易相关的应对措施以及临时建议涵盖的事项都符

合《国际卫生条例》的所有相关义务。 

7.7 采取一切可能步骤，确保在本国领土开展业务的航空公司及其它国际运输公司遵守

规定，并确保与缔约国的《国际卫生条例》义务和临时建议达成一致。 

7.8 确保与本国卫生、边境、运输和其它相关国家部委以及其它有关运输部门当局进行

协调，确保它们在有关的情况下遵守《国际卫生条例》和临时建议，并与本国的商业组

织合作，保持与受影响缔约国持续的旅行和贸易。 

建议 8：加强《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 

审查委员会发现： 

170. 在大多数缔约国中，国家归口单位设在卫生部内。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的规定，

国家归口单位是国家内部所有相关部门以及与世卫组织沟通（还越来越多地包括国家之

间的沟通）的必要信息中心。但是，国家归口单位在政府内常常缺少足够的权威，很难

履行征集和收集所有部门相关信息的职责，包括在疫情及其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

它们还必须能够与重要的决策者（有时是最高级别的决策者）迅速和有效地进行沟通。

但是，国家归口单位常常缺少开展最必要职能所需的财力、人力、行政和后勤资源。审

查委员会认为，高层官员对国家归口单位作用的了解有限，包括在与民间社会团体和社

区进行沟通方面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尽管《国际卫生条例（2005）》明确规定国家归

口单位是一个中心，但国家归口单位常常被误认为是一个人。 

审查委员会建议： 

《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应当是有足够具备经验、专门技术和资历的人员的

中心，并应当获得必要资源（行政、后勤和资金）的支持，以便履行规定的所有协调和

沟通职能，以及缔约国指定的任何其它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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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约国 

8.1 国家归口单位的地位必须能够确保有足够的权威和政府职责，以便接触卫生及其它

部门中的最高政府官员，利用整个卫生部门（所有各级）以及对缔约国有效遵守《国际

卫生条例》义务至关重要的许多其它部门的信息来源。 

世卫组织秘书处 

8.2 应当更新现有的 2007 年1和 2009 年2指导意见，其中对涉及国家归口单位的任命、

建立、法律授权及其它问题向国家提供意见；世卫组织应当与缔约国合作，利用过去十

年的经验制定新的指导。 

8.3 世卫组织应当审查现有的国家归口单位网络，并就如何进行加强提出建议，例如通

过培训。 

建议 9：优先考虑支持最脆弱的国家 

审查委员会发现： 

171. 在许多不同的背景下，都可能会遇到《国际卫生条例》实施方面的挑战性情况。

受到国内冲突或自然灾害等长期危机影响的国家、容易遭受公共卫生风险危害的脆弱国

家（因不安全状况导致卫生系统被削弱）以及一些发展中小岛国是这种挑战性情况的例

子。尤其是，监测、风险评估、报告和应对方面的核心能力可能很薄弱或几乎不存在。

其中有些国家具有移民人群或难民，需要采取特定的做法才能在这些人群中追踪疾病的

传播。 

审查委员会建议： 

世卫组织必须优先考虑支持在资源极为贫乏、处在冲突中或被认为脆弱的国家确立

核心能力和发现公共卫生风险。 

世卫组织秘书处和伙伴 

                                                 
1 《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指南。指定/建立《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

2007 年（http://www.who.int/ihr/English2.pdf?ua=1，2016 年 3 月 15 日访问）。 
2 《国际卫生条例（2005）》：在国家立法中开展实施工作的工具包。《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日内瓦：

世界卫生组织；2009 年（WHO/HSE/IHR/2009.4; http://www.who.int/ihr/NFP_Toolkit.pdf?ua=1，2016 年 3 月 15 日访问）。 

http://www.who.int/ihr/English2.pdf?ua=1
http://www.who.int/ihr/NFP_Toolkit.pdf?u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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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在受冲突和其它长期危机影响的缔约国中，应当继续按需要实施创新和非正式的安

排，开展流行病情报活动以便发现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并根据《国际卫生条例》第九条

协助进行评估（例如利用大众传媒、传言监测、社会媒体、卫生保健人员、非政府组织

及其它来源）。这也可以延伸到创新的安排，以便在受冲突影响的地区为临床和公共卫

生基本职能提供技术和财政支持。 

9.2 在没有适当能力的缔约国中，应当协助评估紧急事件，动员公共卫生援助，并与所

有相关利益攸关方一起在现场开展工作，以便建立及时的警报和应对能力，使受公共卫

生威胁影响的所有人受益。 

9.3 应当与国际和人道主义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民间社会组织合作，对流离失

所人群中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事件进行及时发现、报告、警报和应对。尤其是，世卫组

织应当与国际移民局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等机构进行协调，促进交流关于移民

人群的信息并采取适当行动制止疾病传播。可以通过在边境或附近动员当地的核心能力

来处理“边境地带”或脆弱地带的概念，而不是仅仅注重于入境口岸定义较狭窄的作用，

而且应当在这些地区提高筛查能力。 

9.4 应当与具有难民或大量流动人口的缔约国合作，确保它们的核心能力和应急计划包

括针对这些人口的安排。这应当包括勘察人口流动情况，以便发现潜在的脆弱地区和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高危地区。当相关时，移民和流动人口需要作为国家卫生紧急情况

应对计划的一部分。 

缔约国 

9.5 当出现的公共卫生风险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人口的跨境流动可能会传播疾

病，受影响的缔约国应当设立公共卫生协调问题跨境工作小组。 

建议 10：在加强卫生系统的工作中强化《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力 

审查委员会发现： 

172. 《国际卫生条例》要求的核心能力，例如有效的监测和发现以及应急反应能力，

是卫生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实践中，《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力并不在国家卫生系

统之外独立存在。在许多国家以及在西非埃博拉疫情期间所显示的那样，《国际卫生条

例》核心能力薄弱反映出卫生系统薄弱。同样，国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性既

取决于发现威胁和动员资源的有效核心能力，也取决于运转良好的卫生系统，包括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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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和控制。加强卫生系统的工作正在得到亟需的全球支持和资助，必须确保这种规划

中包括对《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力的重视。此外，可持续发展目标获得通过，提供了

又一个理由，支持把加强卫生系统作为确立和维持《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力的一种方

法。世卫组织的卫生系统和创新部门正在与德国和日本合作制定并实施加强卫生系统的

路线图，其中包括关于《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力的一个部分。委员会认为在更广泛的

卫生系统强化工作的背景下加强《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审查委员会建议： 

世卫组织和各缔约国应当确保加强卫生系统的所有规划都专门涉及到《国际卫生条

例》核心能力。 

缔约国 

10.1 应当确保本国的立法和国内卫生系统资助计划明确包括《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力。 

10.2 应当优先发展与《国际卫生条例》核心能力相关的现有系统。例如，当存在针对传

染病、人畜共患病、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假冒药物、环境或化学品危害等运行良好的

监测系统，国家应当确保这些系统共享信息和能力，并开展合作以尽量扩大共同效益。

缔约国应当实施规划强化对感染的预防和控制，确保这些规划与《国际卫生条例》核心

能力的实施工作联系起来，而且还要发展应急管理机构和程序。 

国际发展伙伴 

10.3 作为对全球战略计划支持的一部分，应当考虑如何让用于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中加强卫生系统的发展援助和技术援助能够包括加强《国际卫生条例》的核心能力。 

建议 11：改进公共卫生与科学信息和数据的快速共享 

审查委员会发现： 

173. 在公共卫生危机期间共享信息和数据对有效进行应对和促进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必须在世卫组织与缔约国之间、在各缔约国之间以及在研究界改进信息共享：在埃博拉

疫情期间，出现了拖延分享流行病学信息的情况。有理由说，这种拖延减慢了国际应对

行动的速度，而且在包括中东呼吸综合征和寨卡在内的其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也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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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种情况。委员会发现若干缔约国仍然担忧不能在共享数据与共享利益之间达成平

衡。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是达成协议在共享利益的平等基础上促进共享标本以及有潜

力共享基因序列数据的例子。 

174. 共享对研究至关重要的信息或数据也可以因为各种原因受到阻碍。审查委员会支持

世卫组织的研发蓝图，其中除了加强全球预防措施和防范所有危害的研究等其它措施

外，目的是要“公开共享数据，公平共享生物研究标本”。 

审查委员会建议： 

世卫组织倡导公开共享关于公共卫生风险的信息，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把关

于全球数据共享规范的指导1扩大到包括生物标本和基因序列数据。 

世卫组织和各缔约国应当确保标本和序列数据的共享与利益的共享之间在平等的

基础上达成平衡。 

世卫组织秘书处 

11.1 世卫组织应当继续努力在可公开获得的刊物上迅速发表关于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的

文章。除了支持尽早共享数据的政策，世卫组织还应当致力于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

中发展技术和语言方面的能力，以便共享初步研究。 

缔约国 

11.2 应当遵守《国际卫生条例》关于发现潜在公共卫生威胁之后要求进行通报、核实和

持续沟通的所有要求，支持世卫组织共享信息的能力。 

世卫组织秘书处和缔约国 

11.3 考虑使用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或类似的现有协定作为模板创建新的协定，处理引

起或可能引起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其它传染因子。这些协定应当基于在平等

的基础上使共享样本和数据与共享利益达成平衡的原则。 

                                                 
1 制定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共享数据和结果的全球规范。2015 年 9 月 1-2 日举行的世卫组织协商会产生的

声明。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5 年（http://www.who.int/medicines/ebola-treatment/blueprint_phe_data-share-results/en/，

2016 年 3 月 15 日访问）。 

http://www.who.int/medicines/ebola-treatment/blueprint_phe_data-share-result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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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12：加强世卫组织实施《国际卫生条例》和应对突发卫生事件的能力和伙伴关系 

审查委员会发现： 

175. 在出现埃博拉疫情时，世卫组织三级的《国际卫生条例》实施能力欠缺。埃博拉疫

情和应对工作期间的挑战与世卫组织秘书处总部、区域办事处和驻国家办事处层面上的

人力和财力资源减少有关。资源的损失对秘书处开展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能力具有显

著的影响。总干事随后开始对世卫组织结构实施的改革使审查委员会受到鼓舞。 

176. 全球埃博拉疫情应对工作的一个特征是，作为联合国主要公共卫生机构的世卫组织

与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等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之间缺乏协调。这是部分由于整个联合国

缺乏适当的应急协调计划，但也是由于这次危机被界定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不是人

道主义危机。在埃博拉危机达到高峰时，试图协调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的所有行为者所

产生的挑战使西非的一些国家政府感到沮丧，但世卫组织似乎也未能在这种情况下发挥

适当的协调作用，包括未能协调相关的联合国和人道主义机构。结果是支持工作有时重

叠或者与现场的其它应对行动步调不一致。尤其是，做出的努力未能利用社区利益攸关

方、农业、粮食保障、移民和人口流离失所等方面的其它重要行为者提供的信息。 

177. 关于公共卫生部门之外的主要行为者对埃博拉应对工作的贡献，缺乏足够的认识；

但是，这些利益攸关方可以是世卫组织在今后应对工作中有用的伙伴。审查委员会认为，

在埃博拉疫情期间未能充分认可私立商业部门的作用，而该部门对应对工作做出了有益

的贡献。此外，军方医疗人员在卫生应对工作中具有显著的作用，需要考虑他们在今后

疫情中的作用。 

审查委员会建议： 

通过秘书处的改革和更牢固的伙伴关系以及缔约国及其它主要利益攸关方显著更

多的资金支持，可以加强世卫组织实施《国际卫生条例》的能力。 

世卫组织秘书处 

12.1 世卫组织总干事应当把实施《国际卫生条例》作为世卫组织秘书处的首要优先事项

并使之引人注目。 

12.2 应当制定分级的应急反应机构，与内部和外部伙伴建立牢固的联系，并具有明确和

记录在案的指挥和控制、问责及领导结构与程序。这种加强和优化世卫组织对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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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际卫生条例》作出反应的规划应当是一项持续的重点，应当适当调拨资源以便确

保新规划迅速取得成功。该规划应当在有力、决定性、负责和多层面规划的好处以及缔

约国与国家和区域办事处既定工作关系的优势之间达成平衡。通过定期提交世卫组织执

行委员会和世界卫生大会的报告，应当对世卫组织的这些改革进行问责。 

12.3 应当完成对世卫组织在区域和国家实施《国际卫生条例》的机构进行的审查。审查

工作应当使最脆弱地区的国家和区域办事处能够获得充分的人员配备和资金供应。 

12.4 世卫组织应当加强与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的伙伴关系，并改进与民间社会组织

和主要私立部门利益攸关方的伙伴关系，不但要加强本组织开展监测、风险评估和风险

通报的能力，而且要在紧急情况中受益于这些组织的行动和援助。 

12.5 在尚无协议的情况下，世卫组织应当与联合国主要机构及其它国际机构达成与实施

《国际卫生条例》相关的协议（见建议 7.5）。在机构间常设委员会中，世卫组织应当

发展或加强与联合国主要机构的联系。 

12.6 世卫组织应当与缔约国合作，并与非政府组织和人道主义组织联合开展模拟演练。 

12.7 世卫组织应当与世贸组织合作并酌情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海事组织、世界动

物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等其它相关机构合作，为长期建议

制定一个原型模版，以便使这些建议被认可为世贸组织协定之下的标准。应当对该模板

进行试用，在食源性疾病或黄热病免疫接种证书等方面产生一些例子。该过程之后，应

当审查和酌情修订模板，并考虑制定进一步的长期建议。 

12.8 在世贸组织协定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中，世卫组织应当鼓励通过世贸组织与世卫组

织之间的机构间协定认可此类长期建议。 

12.9 应当向缔约国提供信息技术系统和/或酌情允许利用世卫组织的信息技术系统，协

助它们开展本国的公共卫生情报和事件管理职能，促进国家级的风险评估能力建设，并

便利向世卫组织通报风险。 

12.10 通过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民事与军事协调司或国际军事医学委员会等机构，世卫

组织应当努力确认在获得东道国同意的情况下可供部署的军方医疗人员，以便在出现重

大传染病疫情时向平民卫生保健工作者提供医疗保健。应当在世卫组织所有区域内提供

此类军方医疗队，并酌情寻求外部援助以促进此类医疗队的培训。这应当与世卫组织关

于全球卫生应急人力队伍的工作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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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 负责审查在今后的疫情期间如何继续进行空中旅行的专题小组应当考虑埃博拉

疫情期间成功地使大型商业实体能够继续运行的流程和程序对机场的相关性。 

12.12 世卫组织应当确保捕获和传播关于埃博拉的所有主要报告中未能发现的埃博拉

疫情期间成功继续运行的商业组织在卫生方面的经验教训。 

缔约国 

12.13 应当确保考虑商业实体如何对包括传染病暴发在内的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和管

理做出贡献。 

缔约国和国际发展伙伴 

12.14 应当为这些改革程序保证提供充分和可持续的资金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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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审查委员会成员的姓名和单位1
 

Preben Aavitsland 博士，挪威阿伦达尔城首席医官 

Salah T. Al Awaidy 博士，阿曼卫生部（马斯喀特）卫生事务司传染性疾病顾问 

Hanan Balkhy 博士，沙特阿拉伯利雅得沙特·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卫生科技大学国民

警卫部感染预防和控制司执行主任 

Marion Bullock DuCasse 博士，牙买加首席医官 

Rupa Chanda 教授，印度班加罗尔印度管理学院经济和社会科学系 

Supamit Chunsuttiwat 博士，泰国公共卫生部（暖武里府）疾病控制司高级医官 

Thomas Cottier 教授，伯尔尼大学欧洲和国际经济法名誉教授兼世界贸易研究所高级研

究员和原执行董事 

Andrew Forsyth 先生，新西兰卫生部公共卫生立法和政策处处长 

Didier Houssin 教授，法国巴黎法国食品、环境和职业卫生与安全署署长 

John Lavery 先生，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应急管理规划执行主任 

Louis Lillywhite 中将，英国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宫）全球卫生安全中心高

级研究顾问 

Brian McCloskey 博士，英国伦敦英格兰公共卫生部全球卫生司司长 

Babacar Ndoye 教授，塞内加尔达喀尔医院卫生、感染控制和患者安全专家顾问兼培训

教员 

Helen Rees 教授，南非约翰内斯堡金山大学生殖卫生与艾滋病毒研究所执行主任 

Samba O. Sow 教授，马里卫生部疫苗开发中心主任 

Karen Tan 女士，新加坡通信与信息部高级主任 

                                                 
1 审查委员会成员的履历全文和利益申报载于：http://www.who.int/ihr/review-committee-2016/member-li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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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 

具体工作方法 

任命审查委员会 

1. 总干事从《国际卫生条例》专家名册中任命了 16 名审查委员会委员。根据《国际

卫生条例》第五十条和世卫组织《基本文件》中规定的专家委员会规则，任命委员的基

础原则是公平地域代表性；性别平衡；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专家的平衡；世界

各地多种科学观点、方法和实际经验的代表性；以及学科间的适当平衡。委员名单见附

录 I。 

2. 审查委员会选举 Didier Houssin 教授为主席，Karen Tan 女士为副主席，Helen Rees

教授为报告员。 

会议 

3. 审查委员会在日内瓦世卫组织总部举行了六次会议：2015 年 8 月 24-25 日；2015

年 10 月 5-9 日；2015 年 11 月 9-13 日；2015 年 12 月 9-11 日；2016 年 2 月 10-12 日和

2016 年 3 月 21-24 日。 

4. 缔约国、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以及其它相关政府间组织和与世卫组织具有正式关系

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应邀参加了 2015年 8月期间的开放式会议以及 2016年 3月的会议。

2015 年 8 月和 2016 年 3 月会议的第一天也在世卫组织网站上进行了网上直播。在 10

月、11 月和 12 月的会间会期间，通过网络转播为上述实体的代表举行了一次开放式会

议。与会人员被邀请在每次开放式会议上发言，提问和提交书面备忘录。 

5. 通过电话会议和电子邮件交流等手段，委员会与秘书处进行了多次协商。 

收集信息 

6. 有近 90 名调查对象与审查委员会会谈和/或提交书面意见，其中包括来自缔约国、

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联合国机构、行业部门、公共卫生机构、学术界和私立部门

的人员。委员会审议了重要的文件和报告，包括 2015-2016 年发表的关于全球埃博拉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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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动的其它独立评估结果。应委员会的要求，世卫组织委派外部技术专家编写了关于

国际贸易法和《国际卫生条例》支持性机构的专门报告。 

7. 委员会积极征求缔约国及其它实体的意见。为此，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了各国常驻日

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及其它相关国际组织代表团，并邀请它们发表意见，说明任何改进《国

际卫生条例》的遵规情况，以及如何为所有国家有效实施《国际卫生条例》提供支持性

的环境，重点尤其是核心能力。 

8. 在会议讨论期间，审查委员会与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各规划主任、技术及其他人

员以及世卫组织区域和国家办事处的代表进行了会谈。在独立运行的同时，委员会向世

卫组织《国际卫生条例》审查委员会秘书处征集信息并要求编写书面技术文件。委员会

还请求对信息收集和报告编写期间产生的问题进行澄清。针对委员会提出的问题，世卫

组织工作人员提供了书面答复并与委员会成员开展了非正式和坦率的对话。 

9. 审查委员会主席和另一名成员在 2016 年 3 月 3-4 日访问了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

处。他们与区域主任、各部门主任及其他人员会面，以便促进形成关于加强世卫组织秘

书处对疫情和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能力的适当建议。 

评估和制定建议 

10. 在开始开展工作时，审查委员会对《国际卫生条例》（2005）》进行了彻底的分析。

给三个技术小组委员会分别分配了特定的部分和相关的附件。这些小组委员会确认了需

要开展更广泛协商的相关问题/事项和疑问；作出改进的方法和方案；信息、分析以及

可能会提供意见充实审查和随后制定实用和可行建议的组织或个人。 

11. 委员会职权范围的头两项目标是评估《国际卫生条例》涉及埃博拉疫情的实施情况

以及在此背景下可能会因为没有实施 2011 年上一个审查委员会建议造成的后果。考虑

到审查委员会在制定建议时的广泛范围（职权范围第三项目标），审查委员会选择以广

泛的方式评估《国际卫生条例》的实施情况。虽然埃博拉疫情被视为优先重点，但委员

会还考虑了与中东呼吸综合征、消灭脊灰和可能引发大流行的流感病毒相联系的其它有

关情况。 

12. 三个技术小组委员会的分析促成确认了《国际卫生条例》实施工作中面临的 10 项

主要挑战：《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通报和数据共享；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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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事件；世卫组织的建议；缔约国内部及其之间的合作和沟通以及区域的做法；与政府

间组织和伙伴（例如非政府组织和贸易部门）的合作；缔约国核心能力重点化、建设、

监测和评估；针对所有危害的公共卫生防范和应对行动（包括维持空中交通）；缔约国

采取的额外卫生措施；以及通过维持透明和开展报告达到遵规和问责。确认、认可和支

持把实施《国际卫生条例》作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一项优先重点，被确认为第十一项

大挑战。委员会还认识到，需要开展协同一致的沟通工作以便更有效地实施《国际卫生

条例》，并需要强调确保遵规的迫切性。 

13. 委员会采用 SWOT（优势、弱点、机会和威胁）分析方法对 11 项挑战进行了探索，

并确认了促进或阻碍成功实施《国际卫生条例》的各种因素以及理想的结果和建议草案。

对每条建议草案进行战略性分析之后，制定了初步建议并随后进行了修订。 

14. 在制定建议时，审查委员会还分析了对全球埃博拉应对工作同时开展的其它独立评

估的结果，并审查了为改进全球卫生安全正在开展的各项行动。 

审查建议 

15. 在 2016 年 1 月，向世卫组织执行委员会介绍了审查委员会的进展情况。在 2016 年

3 月会议期间举行的一次开放式会议之前，与缔约国分享了委员会的建议草案。收到的

意见充实了审查委员会在 2016 年 5 月向第六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提交的最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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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I 

《国际卫生条例》审查委员会对埃博拉中期评估小组和联合国全球应对 

卫生危机高级别评估小组建议的答复 

对埃博拉中期评估小组的答复 

1. 埃博拉中期评估小组提出了四项建议和一项要求供审查委员会考虑。委员会的答复

如下。 

2. 评估小组的建议：《国际卫生条例》埃博拉问题审查委员会应当考虑采用奖励措施

鼓励国家向世卫组织通报公共卫生风险。这些措施可以包括创新的资助机制，例如缓解

不良经济影响的保险。（评估小组建议 3）。 

3. 审查委员会的答复：对达到通报标准的公共卫生风险进行报告，是《国际卫生条例》

规定的一项义务。通报可以为各国产生效益。世卫组织可以提供咨询和意见，在必要时

包括应急反应支持。世卫组织突发事件应急基金将使世卫组织能够部署激增应急人力资

源，以便协调急救医疗队，建立信息技术系统，处理风险通报缺陷，并采购和提供医疗

物资1。世卫组织专家与全球卫生人力队伍、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各伙伴以及其它

国际专家和组织一起，可以在实验室诊断、病例管理、后勤、感染控制、流行病学和协

调方面提供技术专长。通报事件也会促使利用世界银行大流行应急筹资机制，该机制“资

助国家和事先批准资格的国际应对方协助阻止严重的疫情变成更致命和更昂贵的疾病

大流行。”
2大流行应急筹资机制不涵盖与疫情相关的经济损失，但支持国家疫情应对活

动的费用。 

4. 向报告风险的国家付款的保险合同会产生众多挑战，需要予以应对。由谁支付保险

金？将有一份针对所有国家的合同吗？如果不同的国家要不同的保险覆盖面，怎么办？

什么时候作出偿付？如果偿付以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条件，这会施加压

力要求更频繁地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吗？如何确定偿付水平？ 

5. 审查委员会认为《国际卫生条例》本身是最好的保险合同。 

                                                 
1 见 http://www.who.int/about/who_reform/emergency-capacities/contingency-fund/Contingency-Fund- 

Emergencies.pdf?ua=1。 
2 见 http://www.worldbank.org/en/topic/pandemics/brief/pandemic-emergency-facility-frequently-asked-questions 

http://www.who.int/about/who_reform/emergency-capacities/contingency-fund/Contingency-Fund-%20Emergencies.pdf?ua=1
http://www.who.int/about/who_reform/emergency-capacities/contingency-fund/Contingency-Fund-%20Emergencies.pdf?ua=1
http://www.worldbank.org/en/topic/pandemics/brief/pandemic-emergency-facility-frequently-asked-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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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小组的建议：《国际卫生条例》埃博拉问题审查委员会应当考虑采用遏制措施，不

鼓励国家采取超越世卫组织的建议并干扰交通和贸易的措施（评估小组建议 4）。 

 必须加强秘书处，以便要求根据《条例》为这些措施提供正当理由。评估小组

建议《国际卫生条例》埃博拉问题审查委员会和联合国秘书长全球应对卫生危

机高级别评估小组使之成为可能。 

 评估小组要求《国际卫生条例》埃博拉问题审查委员会全体成员审议对《条例》

规定的不适当和无正当理由的行动进行制裁的方案；国际惯例中存在先例，例

如世贸组织的做法（例如非关税标题下贸易事项的惯例）。当会员国的行为通

过诸如使卫生工作者不能到达疫情国的做法威胁危机应对工作时，应当有一种

程序，可以把该事项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这应当是《国际卫生条例》埃博

拉问题审查委员会和联合国秘书长全球应对卫生危机高级别评估小组的一个

优先事项。 

审查委员会的答复： 

(1) 考虑采用遏制措施，不鼓励国家采取超越世卫组织的建议并干扰交通和贸易的措施

——《国际卫生条例》第四十三条授权缔约国实施额外措施，作为本国应对公共卫生威

胁的一部分工作，但在实施时，对延误国际交通达 24 个小时以上的措施，必须遵守若

干程序要求。其中包括向世卫组织通报这些措施的实施情况，提供公共卫生理由，定期

审查这些措施，以及在世卫组织提出要求时重新考虑这些措施。尽管有这些要求，但秘

书处在埃博拉疫情期间记录了被认为对国际交通和贸易造成显著干扰并且未达到一项

或多项程序要求的约 40 种不同的措施。其中有些措施由不作为《国际卫生条例》缔约

方的私立部门实施，虽然具有破坏性，但有理由认为是商业决定，而不是应对措施。但

是，许多破坏性的应对措施是由缔约国实施的。鉴于《国际卫生条例》不包括制裁措施，

而且不建议修订《条例》，委员会认为遏制不必要的破坏性应对措施的最佳方法是对公

众披露情况。简而言之，通过提高透明度，加强问责。 

(2) 加强秘书处要求根据《条例》为旅行和贸易限制措施提供正当理由的能力——委员

会支持秘书处对不能履行第四十三条规定的与额外措施相关的程序要求方面义务的缔

约国，尤其是不能提供任何（或适当的）公共卫生理由的缔约国，开展后续工作。如果

不能提供支持性的公共卫生理由或者理由不充分，委员会还进一步鼓励秘书处积极要求

缔约国重新考虑实施的任何额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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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注意到 2011 年《国际卫生条例》审查委员会提出建议以后（其中除其它外，

考虑到有些国家针对 2009 年 H1N1 大流行性流感病毒采取的不当旅行和贸易限制），

世卫组织在埃博拉疫情期间在安全的事件信息网站上（所有国家归口单位都可以访问）

张贴了信息。其中包括的信息涉及额外措施的性质、实施这些措施的国家以及秘书处要

求提供公共卫生理由和/或要求对措施重新进行考虑的日期。审查委员会对这种更高的

透明度表示欢迎，建议继续实施并进一步推进这种做法（见《国际卫生条例》审查委员

会建议 7）。 

(3) 审议对《条例》规定的不适当和无正当理由的行动进行制裁的方案——为了反映世

卫组织缔约国在 2004 年和 2005 年政府间谈判期间的意愿，《国际卫生条例（2005）》

与《国际卫生条例（1969）》一样，不包括针对违规行为的制裁措施。广泛地说，作为

国际公共卫生论坛基础的理念是合作和协作，而不是制裁。委员会审议了与世界贸易组

织各项协定联系的潜力，并建议世卫组织探索是否有可能使制定的长期建议（根据第十

六条）具有世贸组织协定之下各项标准的地位（见《国际卫生条例》审查委员会建议

12）。这将有助于使世贸组织的框架能够更好地考虑到公共卫生事项。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对为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实施的措施的适当性有不同意见，

按照第 43 条和 56 条的规定，《国际卫生条例》之下提供的主要解决机制是协商和对话。

秘书处向委员会表示，据了解第五十六条中确立的争端解决程序从未正式援引，但这一

方案仍然向缔约国开放，例如当双方同意将争端提交总干事或者提交仲裁解决之时。 

(4) 建议将此类事项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程序——世卫组织秘书处应当继续实行

在安全的事件信息网站上张贴关于实施公共卫生理由不充分的额外措施的国家的持续

信息。当这种措施对一个或更多缔约国产生了不合理的不良影响，审查委员会建议（见

《国际卫生条例》审查委员会建议 7）总干事在世卫组织的公开网站上张贴关于这些措

施以及实施措施的国家的信息，并提请下一届执行委员会和卫生大会注意。 

评估小组的建议：《国际卫生条例》埃博拉问题审查委员会应当考虑采用一种中间级别

的可能性，以便在卫生危机的较早阶段使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得到警报和进行参与。目前

仅能够正式宣布发生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评估小组建议 5）。国际社会和媒

体也对宣布发生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意义缺乏了解，所以必须处理这种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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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委员会的答复：委员会同意需要低于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种新的警报

级别，也认同不能普遍了解宣布发生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意义。为了解决这

些问题，审查委员会建议做出若干改变，其中包括一个中间警报级别（见《国际卫生条

例》审查委员会建议 6）。 

评估小组的建议：《国际卫生条例》埃博拉问题审查委员会应当确定快速决策的必要时

间安排。保持一份定期更新并事先经过批准的专家后备名单将有助于避免延误召集突发

事件委员会（评估小组的报告，第 24 段）。 

审查委员会的答复：委员会同意应当尽量减少延误关于事件分级的决策。委员会相信提

出的透明风险评估程序（见《国际卫生条例》审查委员会建议 6）将尽量减少不必要的

延误。世卫组织以前确立了一份事先经过批准的《国际卫生条例》专家名册，用于组织

突发事件委员会。审查委员会还建议（见《国际卫生条例》审查委员会建议 12）世卫

组织加强与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的伙伴关系，即由世卫组织协调的多学科专家组成

的一个全球技术伙伴关系。 

评估小组的要求：《国际卫生条例》埃博拉问题审查委员会和联合国秘书长全球应对卫

生危机高级别评估小组必须探索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个脆弱国家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

愿处理对世界其它国家造成风险的疫情；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必要采取强制性行动（建

议 9）。 

审查委员会的答复：审查委员会呼吁支持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不受控制的地带”）和脆

弱国家（见《国际卫生条例》审查委员会建议 9）。在这种环境中，委员会希望世卫组

织尽可能核实是否发生了疫情，并开展包括全球传播可能性的风险评估。委员会希望世

卫组织提请联合国秘书长注意重大风险，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审议。其它缔约国，尤其

是与不做反应的国家或与不受控制地带交界的缔约国，也可以提请秘书长注意该事项。

利用政治和外交渠道，可以有助于获得不做反应的国家或交战双方的合作。进一步的行

动将取决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行动。 

对联合国全球应对卫生危机高级别评估小组的答复 

建议 1 

“到 2020 年，《国际卫生条例》缔约国在适当的国际合作下充分达到《国际卫生条

例》核心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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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委员会关于充分实施《国际卫生条例》的时间安排意见载于《国际卫生条例》

审查委员会建议 2 和 5。 

建议 23 

联合国高级别评估小组在建议 23 中要求《国际卫生条例》审查委员会“考虑制定机

制，迅速处理违背世卫组织作为宣布发生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部分所发布临

时建议的国家及其它方面采取的单边行动。这种行动可以对遭受传染病疫情影响的国家

产生严重的经济影响。这种行动也减少了国家根据《国际卫生条例》报告疫情的动力，

因为它们会问自己“如果潜在的影响是其它国家将对国际交通和贸易实行超出临时建议

范围的无正当理由的限制，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遵守报告要求？”审查委员会在《国际卫

生条例》审查委员会建议 7 中处理了这一点。 

建议 24 

联合国高级别评估小组要求“世贸组织与世卫组织召集一个非正式联合专家委员

会，研究在《国际卫生条例》与世贸组织关于为公共卫生原因实行贸易限制的法律框架

之间加强一致性的可能措施。”审查委员会在《国际卫生条例》审查委员会建议 7 和 12

中处理了这些问题。 

建议 26 

高级别评估小组的建议 26 建议成立一个“全球公共卫生危机高级别理事会，确保世

界做好准备并能够应对公共卫生危机。”高级别评估小组规定该理事会的职权范围仅限

于政治和非卫生问题。但是，《国际卫生条例》审查委员会认为，虽然必须对不遵守《国

际卫生条例》的国家施加压力，但目前的建议可能会引起混乱或破坏世卫组织的权威。

因此，审查委员会不支持组成这样一个理事会。 

考虑到高级别评估小组的建议，审查委员会建议在对该建议的实施作出任何决定之

前，联合国秘书长和世卫组织总干事应当进行协商。 

此外，有必要确认建议的理事会与世界卫生大会之间的关系。《国际卫生条例》是

一份国际法律文书，而不是一份技术性卫生文书，涉及其实施和修订的事项经由世界卫

生大会处理。高级别评估小组关于成立理事会的建议似乎在争夺世界卫生大会的一些职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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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V 

建议的常设咨询委员会的指示性职权范围和工作方法 

职权范围 

 常设咨询委员会的主要目的是针对可能构成国际公共卫生风险的事件向世卫

组织总干事和总部秘书处提供关于风险评估和风险通报的独立专家意见。 

 常设咨询委员会将审查经秘书处确定具有显著公共卫生风险的事件，并就该事

件是否符合中间警报级别（即国际公共卫生警报）提出意见。常设咨询委员会

也可以提议供秘书处考虑的事件。 

 常设咨询委员会没有执行、实施或监督职能。 

 除了定期审查秘书处选定为具有显著公共卫生风险的事件，还可以要求常设咨

询委员会处理秘书处提出的紧急咨询要求。 

 常设咨询委员会将确保其工作方法的透明度。为此，常设咨询委员会将在其每

次会议之后一周内通过总干事办公厅发表一份报告。报告将介绍根据规定的标

准和工作方法产生的主要建议。 

 常设咨询委员会可以设立工作小组，侧重于《国际卫生条例》实施工作的具体

方面。 

工作方法 

 可以从《国际卫生条例》专家名册中产生常设咨询委员会成员，应当代表所有

区域，做到两性兼顾，并包括一系列相关技能。 

 在世卫组织秘书处的同意下，常设咨询委员会可以吸收来自选定的相关国际实

体和/或受影响缔约国的其他顾问。 

 常设咨询委员会成员的任职期为三年，可连任一次。 

 常设咨询委员会每年应当安排举行少量面对面的会议。 

 常设咨询委员会将能够按需要通过电话或面对面参加紧急的协商。 

 常设咨询委员会将以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决定，除非需要进行表决以解决分

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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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V 

术语和缩略语汇编 

AFRO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 

APSED 亚太地区新发疾病战略 

CBD 生物多样性公约 

CCHF 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 

CDC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SO 民间社会组织 

EVD 埃博拉病毒病 

EIS 事件信息网站 

EMS 事件管理系统 

EMRO 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 

ERF 世卫组织紧急情况应对框架 

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GDACS 全球灾害警报和协调系统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HSA 全球卫生安全议程 

GISRS 世卫组织全球流感监测和应对系统 

GOARN 全球疫情警报和反应网络 

GSD 基因序列数据 

IASC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 

IATA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CAO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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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O 政府间组织 

IHR 国际卫生条例 

ILO 国际劳工组织 

IMO 国际海事组织 

IOM 国际移民组织 

IPHA 国际公共卫生警报 

IT 信息技术 

JEET 联合外部评价工具 

MERS 中东呼吸综合征 

MOU 谅解备忘录 

MSF 无国界医生组织 

NFP《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 

NGO 非政府组织 

OCHA 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 

OIE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PAHO 泛美卫生组织 

PHEIC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PEF 世界银行大流行应急筹资机制 

PIP 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 

PPE 个人防护装备 

R&D 研究与开发 

SAC 常设咨询委员会 

SARS 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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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O 世卫组织东南亚区域办事处 

UN 联合国 

UNHCR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 

UNMEER 联合国埃博拉应急特派团 

UNDP 联合国发展集团 

WCO 世卫组织驻国家办事处 

WHO 世界卫生组织 

WPRO 世卫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 

WTO 世界贸易组织 

=      =      = 


